「我的 E 政府」入口網
數位服務介接規範
108 年 1 月 16 日

一、介接說明
(一) 資料內容格式
 資料內容格式必須遵循「政府入口網數位服務介接規範」
，資料輸出及傳回皆為 JSON 格式。
 欄位內容僅接受文字格式，不接受 html 標籤內容。
(二) 資料交換方式
 資料的發布方式為目前最常用的 RESTFul 網路服務呼叫方式，以 HTTP POST 呼叫新
增、以 HTTP PUT 呼叫修改、以 HTTP DELETE 呼叫刪除資料。
 因使用 HTTP 基本認證方式，需有授權之 API KEY，故需採用含有安全性傳輸的 HTTPS
方式進行資料傳輸。
 政府服務之呼叫 API 擷取方式必須遵循「共通性應用程式介面規範」，介接呼叫 API 時皆
需使用 HTTP 基本認證（HTTP Basic Authentication）以確認授權身分(即在 HTTP header 裡
設定屬性 Authorization 的值為 API KEY)

二、介接欄位規範
基本欄位

描述

Property

機關物件識別碼

oid

機關物件識別碼

服務代碼

identifier

機關自行定義服務代碼:建議採用
「機關代碼-服務編號」
(如: 300000000A-000001)

備註

Expecte
d Type

(*必填)

Text

*

Text

*

主題分類代碼

categorytheme

主題分類代碼 (依半型逗號區別)

Text

施政分類代碼

categorycake

施政分類代碼(依半型逗號區別)

Text

服務分類代碼

categoryservice

服務分類代碼(依半型逗號區別)
※服務分類不接受 I00 公共資訊

關鍵字

keywords

關鍵字 (依半型逗號區別)

Text

標題

title

服務名稱

Text

*

申請說明

description

說明申請條件與方式

Text

*

申辦程序

procedure

說明申請流程

Text

*

聯絡窗口

contactperson

說明承辦單位、人員及聯絡方式

Text

*

應備證件

documentary

說明申請所需文件

Text

1

Text

*

基本欄位

描述

Property

Expecte
d Type

作業天數

workingdays

自民眾申請至辦理完成的時間

Text

備註

remarks

附加說明

Text

參考資料

reference

參考資料為連結資訊，可提供多
個參考連結，格式需為 Json 格式

備註
(*必填)

{
"link": "連結(請務必填寫 http
或 https)",
"linktitle": "標題"
線上申辦連結

onlinelink

Text

}
線上申辦連結(請務必填寫 http 或

*
線上申辦、

https)
Text

表單下載
連結至少
擇一

表單下載連結

documentlink

表單下載連結(請務必填寫 http 或

*
線上申辦、

https)
Text

表單下載
連結至少
擇一

狀態原因

statusreason

敘明服務下架原因，將於前臺公
告民眾知悉(預先公告 7 日後，服
務自前臺下架)

*
申請服務

Text

下架時，為
必填欄位

郵件通知信箱

notificationemails

1.作為即時接收民眾意見的信箱
(寄件準則：不滿意且填寫意見)，
或若遇案件問題時維運團隊亦透
過此信箱通知單位修繕案件問
題。
2.可利用半型分號;區分收件人信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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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三、接收欄位規範
基本欄位

描述

Property

Expected Type

是否成功

success

是否執行成功

Boolean

代碼

code

回覆代碼

Text

訊息

message

回覆之訊息內容

Text

日期時間

datetime

回覆訊息之日期時間

DateTime

結果

resultdata

執行成功內容，格式為 Json

Text

[{
"identifier": "300000000A-000001",
"success": true,
"code":"200",
"message":""
}]

3

四、介接範例
(一) 新增 POST[批次]、修改 PUT[批次]
 送出資訊

https://APIURL/api/GovService/
[
{
"oid": "2.16.886.101.90026.20002",
"identifier": "382000000A-000001",
"categorytheme": "850",
"categorycake": "B00,B92",
"categoryservice": "100,122",
"keywords": "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
"title":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description": "1.申請條件：\n(1)育有未滿二足歲以下幼兒。\n(2)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幼兒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n(3)未
同時領取因照顧該名幼兒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費用補助。\n2.申
請內容：\n(1)低收入戶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5,000 元(含現行低收入戶兒童生
活補助費)。\n(2)中低收入戶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4,000 元(含現行弱勢家庭
兒少生活扶助)。\n(3)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最近一年之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每名兒
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2,500 元。\n(4)如受補助之兒童為父或母之第三名以上子女者，每名
兒童每月補助加發新臺幣 1,000 元。\n(5)已領有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
者，不得重複領取本津貼。\n(6)本津貼不得與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同時請
領，惟領畢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後即可重新申請本津貼。\n(7)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補
助至兒童滿兩足歲當月止。\n(8)本津貼不得與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公共
及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同時請領。\n",
"procedure": "1.臨櫃：攜帶應備證件及填寫好育兒津貼申請表，親自至新北市各區公所社
會(人文)課服務申辦櫃台申請。\n2.郵寄：備妥應備證件及填寫好育兒津貼申請表，郵寄
至兒童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
"contactperson":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托育科\n 承辦人員：陳冠萍、林亞
璇、楊雯伊\n 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667、3670、8621\n 傳真：(02)29650147\n 地
址：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2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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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y": "1.新北市政府「辦理育有未滿二歲育兒津貼申請表」1 份。\n2.父母雙方
印章(如用郵寄者免付印章，申請表單蓋妥即可)。\n3.幼兒全戶戶口名簿，與幼兒不同戶
籍之申請人身分證影本(同戶籍者免附)。\n4.申請人郵局存簿影本(受補助童之父或母或
受補助童本人之郵局存摺擇一)。\n5.申請幼兒如為第三名以上(含)子女而因故未設籍於
同一戶內，請檢附佐證資料。(選備文件)\n6.申請人一方為在台無戶籍、大陸地區人民或
外籍人士者(無者免附)，請檢附居留證影本或護照。(選備文件)",
"workingdays": "1.臨櫃：50 個日曆天\n2.郵寄：50 個日曆天",
"remarks": "1.如 2 名以上之未滿 2 歲之子女且未以同 1 名子女之名義領取或已領畢留職
停薪育嬰津貼或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即可提出申請。\n2.108 年度之申請案件為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或綜合所得稅稅率作為 108 年審查之依
據。",
"reference":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24&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政府辦理各項生活扶助使用郵局追繳同意書"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36&itemId=300091",
"linktitle": "參考範例-新北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請表"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34&itemId=300091",
"linktitle": "參考範例-新北市政府辦理各項生活扶助使用郵局追繳同意書"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43&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政府辦理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標準作業流程說明(含公所)"
}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61&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區公所一次告知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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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link":null,
"document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25&itemId=300091",
"statusreason":"本服務維修中暫停服務預計明日回覆",
"notificationemails": "dengjie@mail.hamastar.com.tw"
}
]
 接收資訊
{

"Success": true,
"Code": "200",
"Message": null,
"DataTime": "2018-10-23T16:41:03.5614004+08:00",
"ResultData": {
[
{
"identifier": "382000000A-000001",
"success": true,
"code":"200",
"messag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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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刪除 DELETE
 送出資訊
https://APIURL/api/GovService/382000000A-000001
 接收資訊
{
"Success": true,
"Code": "200",
"Message": null,
"DataTime": "2018-10-23T16:41:03.5614004+08:00",
"ResultData": {
"identifier": "382000000A-000001",
"statusreason":"本服務將於 2018-11-01 日下架",
}
}

(三) 查詢 Get
 送出資訊
https://APIURL/api/GovService/382000000A-000001
 接收資訊
{
"oid": "2.16.886.101.90026.20002",
"identifier": "382000000A-000001",
"categorytheme": "850",
"categorycake": "B00,B92",
"categoryservice": "100,122",
"keywords": "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
"title":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description": "1.申請條件：\n(1)育有未滿二足歲以下幼兒。\n(2)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幼兒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n(3)未
同時領取因照顧該名幼兒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費用補助。\n2.申
請內容：\n(1)低收入戶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5,000 元(含現行低收入戶兒童生
活補助費)。\n(2)中低收入戶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4,000 元(含現行弱勢家庭
兒少生活扶助)。\n(3)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最近一年之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每名兒
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2,500 元。\n(4)如受補助之兒童為父或母之第三名以上子女者，每名
兒童每月補助加發新臺幣 1,000 元。\n(5)已領有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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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每月補助加發新臺幣 1,000 元。\n(5)已領有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
者，不得重複領取本津貼。\n(6)本津貼不得與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同時請
領，惟領畢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後即可重新申請本津貼。\n(7)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補
助至兒童滿兩足歲當月止。\n(8)本津貼不得與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公共
及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同時請領。\n",
"procedure": "1.臨櫃：攜帶應備證件及填寫好育兒津貼申請表，親自至新北市各區公所社
會(人文)課服務申辦櫃台申請。\n2.郵寄：備妥應備證件及填寫好育兒津貼申請表，郵寄
至兒童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
"contactperson":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托育科\n 承辦人員：陳冠萍、林亞
璇、楊雯伊\n 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667、3670、8621\n 傳真：(02)29650147\n 地
址：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25 樓",
"documentary": "1.新北市政府「辦理育有未滿二歲育兒津貼申請表」1 份。\n2.父母雙方
印章(如用郵寄者免付印章，申請表單蓋妥即可)。\n3.幼兒全戶戶口名簿，與幼兒不同戶
籍之申請人身分證影本(同戶籍者免附)。\n4.申請人郵局存簿影本(受補助童之父或母或
受補助童本人之郵局存摺擇一)。\n5.申請幼兒如為第三名以上(含)子女而因故未設籍於
同一戶內，請檢附佐證資料。(選備文件)\n6.申請人一方為在台無戶籍、大陸地區人民或
外籍人士者(無者免附)，請檢附居留證影本或護照。(選備文件)",
"workingdays": "1.臨櫃：50 個日曆天\n2.郵寄：50 個日曆天",,
"remarks": "1.如 2 名以上之未滿 2 歲之子女且未以同 1 名子女之名義領取或已領畢留職
停薪育嬰津貼或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即可提出申請。\n2.108 年度之申請案件為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或綜合所得稅稅率作為 108 年審查之依
據。",

"reference":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24&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政府辦理各項生活扶助使用郵局追繳同意書"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36&itemId=300091",
"linktitle": "參考範例-新北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請表"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34&itemId=300091",
"linktitle": "參考範例-新北市政府辦理各項生活扶助使用郵局追繳同意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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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43&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政府辦理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標準作業流程說明(含公所)"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61&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區公所一次告知單"
}
],
"onlinelink": null,
"document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25&itemId=300091",
"statusreason":"本服務維修中暫停服務預計明日回覆",
"notificationemails": "dengjie@mail.hamastar.com.tw"
}

9

(四) 介接檢查 POST(新增)
 送出資訊
https://APIURL/api/GovService/
[
{
"oid":null,
"identifier": "382000000A-000001",
"categorytheme": "850",
"categorycake": "B00,B92",
"categoryservice": "100,122",
"keywords": "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
"title":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description": "1.申請條件：\n(1)育有未滿二足歲以下幼兒。\n(2)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幼兒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n(3)未
同時領取因照顧該名幼兒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費用補助。\n2.申
請內容：\n(1)低收入戶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5,000 元(含現行低收入戶兒童生
活補助費)。\n(2)中低收入戶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4,000 元(含現行弱勢家庭
兒少生活扶助)。\n(3)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最近一年之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每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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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每月補助加發新臺幣 1,000 元。\n(5)已領有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
者，不得重複領取本津貼。\n(6)本津貼不得與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同時請
領，惟領畢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後即可重新申請本津貼。\n(7)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補
助至兒童滿兩足歲當月止。\n(8)本津貼不得與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公共
及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同時請領。\n",
"procedure": "1.臨櫃：攜帶應備證件及填寫好育兒津貼申請表，親自至新北市各區公所社
會(人文)課服務申辦櫃台申請。\n2.郵寄：備妥應備證件及填寫好育兒津貼申請表，郵寄
至兒童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
"contactperson":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托育科\n 承辦人員：陳冠萍、林亞
璇、楊雯伊\n 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667、3670、8621\n 傳真：(02)29650147\n 地
址：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25 樓",
"documentary": "1.新北市政府「辦理育有未滿二歲育兒津貼申請表」1 份。\n2.父母雙方
印章(如用郵寄者免付印章，申請表單蓋妥即可)。\n3.幼兒全戶戶口名簿，與幼兒不同戶
籍之申請人身分證影本(同戶籍者免附)。\n4.申請人郵局存簿影本(受補助童之父或母或
受補助童本人之郵局存摺擇一)。\n5.申請幼兒如為第三名以上(含)子女而因故未設籍於
同一戶內，請檢附佐證資料。(選備文件)\n6.申請人一方為在台無戶籍、大陸地區人民或
外籍人士者(無者免附)，請檢附居留證影本或護照。(選備文件)",
"workingdays": "1.臨櫃：50 個日曆天\n2.郵寄：50 個日曆天",,
"remarks": "1.如 2 名以上之未滿 2 歲之子女且未以同 1 名子女之名義領取或已領畢留職
停薪育嬰津貼或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即可提出申請。\n2.108 年度之申請案件為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或綜合所得稅稅率作為 108 年審查之依
據。",

"reference":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24&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政府辦理各項生活扶助使用郵局追繳同意書"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36&itemId=300091",
"linktitle": "參考範例-新北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請表"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34&itemId=300091",
"linktitle": "參考範例-新北市政府辦理各項生活扶助使用郵局追繳同意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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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43&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政府辦理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標準作業流程說明(含公所)"
},
{
"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61&itemId=300091",
"linktitle": "新北市區公所一次告知單"
}
],
"onlinelink": null,
"documentlink":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retrieveDFDownloadForm.action?filelist=25&itemId=300091",
"statusreason":"本服務維修中暫停服務預計明日回覆",
"notificationemails": null
}
]
 接收資訊
{

"Success": false,
"Code": "200",
"Message":null,
"DataTime": "2019-11-04T11:54:51.7323631+08:00",
"ResultData":[
{
"identifier": "382000000A-000001",
"Success": false,
"Code": "ER0020",
"Message": "oid:此欄位為必填; notificationemails:此欄位為必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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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覆代碼表
代碼

描述

200

介接完成

ER0001

API KEY 錯誤

ER0002

來源 IP 不允許

ER0003

使用期限已過

ER0010

JSON 格式錯誤

ER0020

必填欄位未填，於 message 中顯示未填的必填欄位名稱

ER0030

欄位資料型態錯誤，於 message 中顯示錯誤的欄位名稱與內容

ER0031

服務分類錯誤：無 xxx 服務分類

ER0032

誤資料代碼錯誤：identifier=xxxxx，(非同 API Key 上傳)

ER0033

傳送的資料內項目重覆存在

ER0034

傳送的資料 OID 不在所屬單位下

ER0040

新增的資料已存在

ER0050

修改的資料不存在

ER0060

刪除的資料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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