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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政府資料開放跨平臺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介接說明」提供

本平臺統一依循架構和原則，讓機關自建之資料開放平臺可取得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上，該機關的民眾我有話要說及品質檢測資料；並

可將我有話要說機關回應/補充及執行品質檢測同步更新至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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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用範圍 

本說明適用於已建置之「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應用範圍包括： 

▪ 機關自建平臺可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s://data.gov.tw)取

得我有話要說及資料品質檢測資料。 

▪ 機關可發布我有話要說之回應/補充內容及執行批次/單筆

資料集品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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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名詞定義 

本節列出本說明中使用的名詞及其定義，提供文件閱讀參考。 

表 1：名詞定義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定義 

Metadata  詮釋資料 描述資料集的資料 

Metadata 

provider 

詮釋資料提供者/

平臺 

提供資料集詮釋資料之資料開放平

臺。 

Publish 資料發布 

由「資料提供者/平臺」使用「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的API，主動同

步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發布至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Service Root 

URL（SRU） 
服務根網址 

描述平臺上提供各類別應用服務之

網址。 

REST 含狀態傳輸 

全名為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是一種軟體架構設計風

格。資源由URI 指定，對資源的操

作包括取得、創建、修改和下 

架資源，這些操作對應HTTP 協議

提供的GET、POST、PUT 和DELETE 

方法。 

RESTFul 
含狀態傳輸的 Web

服務 

使用HTTP 並遵循REST 原則，以 

URL定位資源，根據 HTTP 內容指

示操作動作與回應訊息。 

JSON format JSON 格式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是一種輕量級的資料交

換語言，以文字為基礎，且易於讓

人閱讀。 

API KEY 呼叫API 使用之認 管理系統自動給予每個平臺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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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定義 

證碼 碼，作為資料集新增、修改、下架

時的身分認證。API KEY 採用UUID 

方式建立，範例格式如下： 

550e8400-e29b-41d4-a716-

446655440000。 

datasetId 資料集識別碼 

「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中所

定義之資料集識別碼，為「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系統自動產出流水

號，作為識別資料集之唯一值，不

得修改。 

publisherOID 
提供機關物件識別

碼 

識別「資料提供者/平臺」機關單

位名稱之唯一識別碼，物件識別碼

請參考我國物件識別碼中心網站，

填寫範例請參閱資料集詮釋資料標

準規範。 

commentId 我有話要說識別碼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於我有話要

說功能中由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

作為識別我有話要說回應之唯一

值，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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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跨平臺介接原則 

跨平臺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之介接基本原則如下：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為政府資料交換及跨平臺介接之平

臺，各機關資料僅能提供申請介接機關含下屬機關單位之

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不得跨部會以及越級使用介接資

料。 

▪ 「資料提供者/平臺」可透過「資料發布（Publish）」方式，

主動發布我有話要說資料或主動要求執行品質檢測需求至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 「資料提供者/平臺」亦可透過「資料發布（Publish）」方

式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取得（GET）機關的我有話要說

及品質檢測結果資料，取得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內容後，

可忽略、保留部分資料欄位。 

▪ 「資料提供者/平臺」同步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時，必

須包含「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介接規範」所規定資料之必

填欄位，且需符合資料格式之規定。 

▪ 資料集識別碼（ datasetId）及我有話要說識別碼

(commentId)為資料交換的唯一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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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料交接作業 

一、資料發布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集中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僅接受發

布（Publish）交換模式類型。發布（Publish）類型為「提供者/平

臺」透過「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異動 API，主動將異動（新

增、修改、下架）之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同步至「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交換模式如下表說明： 

表 2：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交換模式 

類型 交換模式 作法說明 

發 布

(Publish) 

即時發布 

「資料提供者/平臺」於我有話要說、

品質檢測異動時，立即呼叫「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之異動我有話要說、品

質檢測API，進行異動發布。 

定期發布 

「資料提供者/平臺」定期將我有話

要說、品質檢測異動部分，呼叫「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之異動我有話要

說、品質檢測API，進行異動發布。 

以下就各交換模式進行說明，「資料提供者/平臺」可依據實際

系統環境需求，選擇 1種或多種交換模式將資料發布至「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 

1. 即時發布模式 

「資料提供者/平臺」於資料異動時，立即呼叫「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的資料異動 API，進行異動發布。「資料提供者/平臺」即時

發布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流程如下圖所示。 



 

7               

 

圖 1：資料提供者/平臺即時發布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流程 

「資料提供者/平臺」即時發布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流程說明

如下： 

(1)「資料提供者/平臺」管理者登入「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系

統後端管理介面申請跨平臺介接服務，「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管理者審核通過後，設定其資料發布來源 IP，並提供授權

API KEY。 

(2)「資料提供者/平臺」於資料異動後，立即執行發布異動資

料。使用授權 API KEY 呼叫「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異動資

料 API，進行新增（POST）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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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要說資料、執行品質檢測。 

(3)記錄發布回傳結果，若有錯誤訊息，請參考錯誤處理程序，

並於錯誤排除後進行重新發布。 

2. 定期發布模式 

「資料提供者/平臺」定期檢查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異動狀況，

發現有異動時，呼叫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異動 API，進行異動

發布。「資料提供者/平臺」定期發布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流程如

下圖所示。 

 

圖 2：資料提供者/平臺定期發布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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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者/平臺」定期發布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流程說明

如下： 

(1) 「資料提供者/平臺」管理者登入「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系

統後端管理介面申請跨平臺介接服務，「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管理者審核通過後，設定其資料發布來源 IP，並提供授權

API KEY。 

(2) 「資料提供者/平臺」設定定期發布時間，並於執行發布我

有話要說、品質檢測時。使用授權 API KEY 呼叫「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異動資料 API，進行新增（POST）於「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之我有話要說資料、執行品質檢測。 

(3) 記錄發布回傳結果，若有錯誤必須參考錯誤處理程序，並

於錯誤排除後進行重新發布。 

二、資料交換方式 

資料的發布方式採用 RESTFul 網路服務呼叫方式，以 HTTP 

POST 呼叫新增我有話要說資料、執行品質檢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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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我有話要說資料、品質檢測結果之呼叫 API 擷取方式必須

以 HTTP GET 的方式呼叫。 

三、資料內容格式 

資料之內容格式必須遵循「我有話要說、品質檢測介接規範」，

資料輸出及傳回皆為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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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跨平臺介接協定與功能(我有話要說) 

一、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API)功能說明 

針對上述功能中所提之 API 功能說明如下，SRU 代表我有話要

說的 API 服務根網址，呼叫服務路徑時，需將{SRU}代換成實際網

址。 

(一) 取得我有話要說民眾意見及機關回應 

透過取得我有話要說民眾意見及機關回應 API 擷取我有話要

說民眾意見及機關回應，其功能如下表所列。 

表 3：取得我有話要說民眾意見及機關回應 

功能說明 取得我有話要說民眾意見及機關回應 

服務路徑 
{SRU}/api/v2/rest/comments/{datasetId}, 

Method=GET 

輸

入

說

明 

資原路徑 {datasetId} 

資源定義 資料集識別碼 

輸入範例 {SRU}/api/v2/rest/comments/6564 

輸入參數 無 

輸

出

說

明 

輸出內容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我有話要說民眾意見及機關回

應欄位和內容。 

輸出範例 

"dataset":  

{ 

"datasetId": "6564", 

"title":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集清單" 

}, 

"result": [ 

{ 

"commentId": "535040", 

"pi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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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建議新增「資料集標籤」欄位內容", 

"comment_body_value": "管理員，您好：\r\n不好意

思打擾了，關於此資料集的內容希望能夠新增「資

料集標籤」的欄位內容，使得可以透過標籤查詢相

關的Open Data，再煩請評估新增，非常感謝！", 

"name": "J****y", 

"create_time": "2017-09-10 19:29:14" 

}, 

{ 

"commentId": "537317", 

"pid": "0", 

"subject": "下載頁面出現錯誤", 

"comment_body_value": "管理者您好，\r\n目前「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集清單」的下載連結似乎壞了，

是否能協助處理呢？感謝~", 

"name": "J****y", 

"create_time": "2017-09-04 15:11:52", 

"reply": [ 

{ 

"commentId": "537355", 

"pid": "537317", 

"subject": "Re:下載頁面出現錯誤", 

"comment_body_value": "您好,\r\n「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資料集清單」下載連結已修復。\r\n謝謝您對政府

資料開放之支持與關心，祝您身體健康一切如意。 

國家發展委員會 敬復", 

"name": "y****g", 

"create_time": "2017-07-07 21:32:51", 

} 

] 

} 

] 

備註 

1. 資料集識別碼（datasetId）為「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資料集
之唯一值，不得重複與修改。 

2. 我有話要說識別碼(commentId)為「政府資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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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平臺」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我有
話要說之唯一值，不得重複與修改。 

3. 輸出範例的reply為機關首次回應、民眾首次意
見、機關對首次回應補充、機關貳次回應、民
眾貳次意見、機關對貳次回應補充之內容。 

 

 

(二) 呼叫回應/補充我有話要說 

提供「資料提供者/平臺」新增「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我有話

要說回應及補充資料，必須配合所設定之資料來源 IP 和 API KEY。

其功能如下表所列： 

1. 新增我有話要說機關回應(機關首次/貳次回應民眾) 

表 4：新增我有話要說機關回應(機關首次/貳次回應民眾) 

功能說明 新增我有話要說機關回應(機關首次/貳次回應民眾) 

服務路徑 
{SRU}/api/v2/rest/comments/{datasetId}/{commentId}, 

Method=POST 

輸

入

說

明 

資原路徑 {datasetId}/{commentId} 

資源定義 資料集識別碼/我有話要說識別碼 

輸入範例 {SRU}/api/v2/rest/comments/6564/537317 

輸入參數 

以JSON 格式示範我有話要說回應資料(機關首次/貳次

回應民眾)的欄位和內容： 

{ 

"subject":"RE:民眾回應之標題", 

"comment_body_value":"RE:民眾回應之內容", 

"dataProvider":"loginaccount", 

"comment_stage":"first"(滿意度評分低於3星，機關須貳次

回應時填入"seco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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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出

說

明 

輸出內容 新增我有話要說回應資料之結果。 

輸出範例 

1. 執行成功如下所示： 

{ 

    "success": true, 

    "message": "回應成功。回應 CID：537355"(系統產

生), 

    "result": { 

       "datasetId": "6564", 

       "commentId": "537355", 

       "pid": "537317", 

       "name": "loginaccount", 

       "created": "2017-07-07 21:32:51", 

       "subject": " RE:民眾回應之標題", 

       "comment_body_value": " RE:民眾回應之內容" 

    } 

} 

2. 執行失敗如下所示： 

{ 

"success": false, 

"error": { 

  "datasetId": "6564", 

  "error_type": "ER0078:comment_stage錯誤", 

  "message": "firstcomment_stage填入錯誤"} 

} 

備註 

1. 資料集識別碼（datasetId）為「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資料集之唯一
值，不得重複與修改。 

2. 我有話要說識別碼(commentId)為「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我有話要說之
唯一值，不得重複與修改。 

3. 輸入參數dataProvider必須填入該筆資料集的資料提
供者帳號。 

4. 新增我有話要說回應資料(機關首次/貳次回應民眾)

需填入民眾我有話要說留言之我有話要說識別碼
(commen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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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參數comment_stage內容包含first、second，機
關針對民眾回應進行首次回應或貳次回應之區別。 

 

2. 新增我有話要說機關補充(機關首次/貳次補充回應) 

表 5：新增我有話要說機關補充(機關首次/貳次補充回應) 

功能說明 新增我有話要說機關補充(機關首次/貳次補充回應) 

服務路徑 
{SRU}/api/v2/rest/comments_ps/{datasetId}/{commentId} 

, Method=POST 

輸

入

說

明 

資原路徑 {datasetId}/{commentId} 

資源定義 資料集識別碼/我有話要說識別碼 

輸入範例 {SRU}/api/v2/rest/comments/6564/537355 

輸入參數 

以JSON 格式示範我有話要說補充資料(機關首次/貳次補

充回應)的欄位和內容： 

{ 

"subject":"補充:機關首次回應之標題", 

"comment_body_value":"補充:機關首次回應之內容", 

"dataProvider":"loginaccount", 

"comment_stage":"first"(機關對貳次回應進行補充時填入

"second") 

} 

輸

出

說

明 

輸出內容 新增我有話要說補充資料之結果。 

輸出範例 

1. 執行成功如下所示： 

{ 

  "success": true, 

  "message": "回應成功。回應 CID：537356", 

  "vote": "", 

  "result": { 

     "datasetId": "6564", 

     "commentId": "537356", 

     "pid": "537355", 

     "name": " loginacc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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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 "2017-07-08 12:27:14", 

     "subject": "補充:機關首次回應之標題", 

     "comment_body_value": "補充:機關首次回應之內容" 

    } 

2. }執行失敗如下所示： 

{ 

 "success": false, 

 "error": { 

    "datasetId": "6564", 

    "error_type": "ER0077:CID錯誤", 

    "message": "此CID填入錯誤，請確認CID號碼與狀態" 

    } 

} 

備註 

1. 資料集識別碼（datasetId）為「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資料集之唯一值，
不得重複與修改。 

2. 我有話要說識別碼(commentId)為「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我有話要說之
唯一值，不得重複與修改。 

3. 輸入參數dataProvider必須填入該筆資料集的資料提
供者帳號。 

4. 新增我有話要說補充資料(機關首次/貳次補充回應)

需填入機關首次/貳次回應之我有話要說識別碼
(commentId)。若是針對機關首次回應進行補充，
{commentId}填入機關首次回應系統自動產生之
commentId，若為針對機關貳次回應進行補充，
{commentId}填入機關貳次回應系統自動產生之
commentId。 

5. 輸入參數comment_stage內容包含first、second，機關
針對機關首次回應之補充或貳次回應之補充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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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錯誤訊息代碼一覽表 

錯誤代碼 訊息內容 說明 

ER0001 API Key 錯誤 API Key 錯誤 

ER0002 來源 IP 不允許 來源 IP 不允許 

ER0020 必填欄位未填 

1. 我有話要說標題(subject)未填 

2. 我 有 話 要 說 內 容

(comment_body_value)未填 

3. 資料集提供者(dataProvider)未填 

4. 回應次(comment_stage)未填 

ER0076 資料提供者錯誤 非本資料集之資料提供者 

ER0077 commentId 錯誤 
此 commentId 填入錯誤，請確認

commentId號碼與狀態 

ER0078 comment_stage 錯誤 comment_stage填入錯誤 

ER0079 
民眾尚未評分或滿意度

評分大於 3 星 

此筆我有話要說民眾尚未評分或滿

意度評分大於 3 星以上，無須進行

貳次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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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跨平臺介接協定與功能(品質檢測) 

一、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API)功能說明 

針對上述功能中所提之 API 功能說明如下，SRU 代表品質檢

測的 API 服務根網址，呼叫服務路徑時，需將{SRU}代換成實際網

址。 

(一) 取得機關資料集之品質檢測結果 

透過取得機關資料集之品質檢測結果 API 擷取資料集

(datasetId)之品質檢測結果，其功能如下表所列。 

表 6：取得機關資料集之品質檢測結果 

功能說明 取得機關資料集之品質檢測結果 

服務路徑 {SRU}/api/v2/rest/qc/{publisherOID}, Method=GET 

輸

入

說

明 

資原路徑 { publisherOID } 

資源定義 提供機關物件識別碼 

輸入範例 {SRU}/api/v2/rest/qc/2.16.886.101.20003.20069 

輸入參數 無 

輸

出

說

明 

輸出內容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機關資料集之品質檢測結果欄位和

內容。 

輸出範例 

{ 

    "success": true, 

    "result": [ 

        { 

            "datasetId": "5959", 

            "title": "行政院公報", 

            "linkable": "1", 

            "downloadable": "1", 

            "structure": "1", 

            "encoding_mat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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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_match": "1", 

            "csv": "1", 

            "created": "2019-08-23 12:09:13", 

            "request": "2019-08-23 12:09:13", 

            "changed": "2019-08-23 12:09:15" 

        }, 

        { 

            "datasetId": "5960", 

            "title": "數位機會調查", 

            "linkable": "1", 

            "downloadable": "1", 

            "structure": "1", 

            "encoding_match": "1", 

            "desc_match": "0", 

            "csv": "1", 

            "created": "2018-07-20 15:27:41", 

            "request": "2019-08-05 14:27:27", 

            "changed": "2019-08-05 14:27:33" 

        } 

 ] 

} 

備註 

1. 資料集識別碼（datasetId）為「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資料集之唯一
值，不得重複與修改。 

2. 提供機關物件識別碼（publisherOID），請參考物
件識別碼中心網站https://oid.nat.gov.tw/OIDWeb/ ，
為提供機關物件識別碼（OID），也可為下屬機關
之OID，建立後則不得再修改。 

3. 輸出範例的linkable、downloadable、structure、
encoding_match、desc_match分別代表為連結狀態、
直接下載、結構化格式、編碼符合、主要欄位說明
符合，"0"=否，"1"=是，"2"=未知。 

 

 

https://oid.nat.gov.tw/OI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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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得單筆資料集品質檢測結果資料 

透過取得單筆資料集品質檢測結果 API 擷取單筆資料集

(datasetId)品質檢測結果，其功能如下表所列。 

表 7：取得單筆資料集品質檢測結果 

功能說明 取得單筆資料集品質檢測結果 

服務路徑 {SRU}/api/v2/rest/quality_result/{datasetId}, Method=GET 

輸

入

說

明 

資 原 路

徑 
{ datasetId } 

資 源 定

義 
資料集識別碼 

輸 入 範

例 
{SRU}/api/v2/rest/quality_result/5959 

輸 入 參

數 
無 

輸

出

說

明 

輸 出 內

容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單筆資料集品質檢測結果欄位和內容。 

輸 出 範

例 

{ 

    "success": true, 

    "result": { 

        "status": true, 

        "dataset": { 

            "linkable": 1, 

            "downloadable": 1, 

            "structure": 1, 

            "encoding_match": 1, 

            "desc_match": 1, 

            "csv": 1, 

            "is_whitelist": 0, 

            "agency": "國家發展委員會", 

            "pubdate": "2013/03/2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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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ources": { 

            

"http://gazette.nat.gov.tw/egFront/OpenData/downloadXML.jsp": 

{ 

                "resource": { 

                    "linkable": 1, 

                    "downloadable": 1, 

                    "structure": 1, 

                    "encoding_match": 1, 

                    "desc_match": 1, 

                    "csv": 1, 

                    "url": 

"http://gazette.nat.gov.tw/egFront/OpenData/downloadXML.jsp", 

                    "desc":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4:10更新為

當日已刊登之公報資料(XML檔)", 

                    "fields": [ 

                        "MetaId", 

                        "Doc_Style_LName", 

                        "Doc_Style_SName", 

                        "Chapter", 

                        "PubGov", 

                        "PubGovName", 

                        "UndertakeGov", 

                        "Officer_name", 

                        "Date_Created", 

                        "GazetteId", 

                        "Date_Published", 

                        "Comment_Deadline", 

                        "Comment_Days", 

                        "Title", 

                        "TitleEnglish", 

                        "ThemeSubject", 

                        "Keyword", 

                        "Eng_Keyword",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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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 

                        "Cake", 

                        "Service", 

                        "GazetteHTML", 

                        "HTMLContent" 

                    ], 

                    "qclevel": "", 

                    "encoding": "UTF-8", 

                    "file_type": "xml", 

                    "amount": 15, 

                    "api_fields": [ 

                        { 

                            "name": "MetaId" 

                        }, 

                        { 

                            "name": "Doc_Style_LName" 

                        }, 

                        { 

                            "name": "Doc_Style_SName" 

                        }, 

                        { 

                            "name": "Chapter" 

                        }, 

                        { 

                            "name": "PubGov" 

                        }, 

                        { 

                            "name": "PubGovName" 

                        }, 

                        { 

                            "name": "UndertakeGov" 

                        }, 

                        { 

                            "name": "Officer_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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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Date_Created" 

                        }, 

                        { 

                            "name": "GazetteId" 

                        }, 

                        { 

                            "name": "Date_Published" 

                        }, 

                        { 

                            "name": "Comment_Deadline" 

                        }, 

                        { 

                            "name": "Comment_Days" 

                        }, 

                        { 

                            "name": "Title" 

                        }, 

                        { 

                            "name": "TitleEnglish" 

                        }, 

                        { 

                            "name": "ThemeSubject" 

                        }, 

                        { 

                            "name": "Keyword" 

                        }, 

                        { 

                            "name": "Eng_Keyword" 

                        }, 

                        { 

                            "name": "Explain" 

                        }, 

                        { 

                            "name": "Catego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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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Cake" 

                        }, 

                        { 

                            "name": "Service" 

                        }, 

                        { 

                            "name": "GazetteHTML" 

                        }, 

                        { 

                            "name": "HTMLContent" 

                        } 

                    ], 

                    "last_update_time":"2019-08-23 

12:11:30", 

                    "check_time": "2019-08-23 12:11:31", 

                    "ref_key": "", 

                    "is_whitelist": 0, 

                    "messages": [] 

                }, 

                "files": [ 

                    { 

                        "filename": 

"DTQC_czZDhC_s1.xml", 

                        "file_type": "XML", 

                        "structure": 1, 

                        "csv": 1, 

                        "desc_match": 1, 

                        "encoding": "UTF-8", 

                        "qclevel": "", 

                        "enc_match": 1, 

                        "fields": [ 

                            "MetaId", 

                            "Doc_Style_LName", 

                            "Doc_Style_SName", 

                            "Chapter", 

                            "Pub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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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GovName", 

                            "UndertakeGov", 

                            "Officer_name", 

                            "Date_Created", 

                            "GazetteId", 

                            "Date_Published", 

                            "Comment_Deadline", 

                            "Comment_Days", 

                            "Title", 

                            "TitleEnglish", 

                            "ThemeSubject", 

                            "Keyword", 

                            "Eng_Keyword", 

                            "Explain", 

                            "Category", 

                            "Cake", 

                            "Service", 

                            "GazetteHTML", 

                            "HTMLContent" 

                        ], 

                        "amount": 15, 

                        "message": "" 

                    } 

                ] 

         }, 

          "no_qc": [] 

    } 

} 

備註 

1. 資料集識別碼（datasetId）為「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系統
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資料集之唯一值，不得重複
與修改。 

2. 提供機關物件識別碼（publisherOID），請參考物件識別
碼中心網站https://oid.nat.gov.tw/OIDWeb/ ，為提供機關
物件識別碼（OID），也可為下屬機關之OID，建立後則
不得再修改。 

3. 輸出範例的linkable、downloadable、structure、

https://oid.nat.gov.tw/OIDWeb/


 

25               

encoding_match、desc_match分別代表為連結狀態、直接
下載、結構化格式、編碼符合、主要欄位說明符合，
"0"=否，"1"=是，"2"=未知。 

 

 

(三) 呼叫執行品質檢測 

提供「資料提供者/平臺」新增「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單筆/

批次品質檢測執行，必須配合所設定之資料來源 IP 和 API KEY。

其功能如下表所列： 

表 8：新增單筆/批次品質檢測執行 

功能說明 新增單筆/批次品質檢測執行 

服務路徑 

批次： 

{SRU}/api/v2/rest/do_qc/{publisherOID} ,Method=POST 

單筆： 

{SRU}/api/v2/rest/do_qc/{publisherOID}/{datasetId}  

, Method=POST 

輸
入
說
明 

資原路徑 

批次： 

{publisherOID} 

單筆： 

{publisherOID}/{datasetId} 

資源定義 

批次： 

提供機關物件識別碼 

單筆： 

提供機關物件識別碼/資料集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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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範例 

批次： 

{SRU}/api/v2/rest/do_qc/2.16.886.101.20003.20069 

單筆： 

{SRU}/api/v2/rest/do_qc/2.16.886.101.20003.20069/6564 

輸入參數 無 

輸
出
說
明 

輸出內容 新增品質檢測執行。 

輸出範例 

1. 執行成功如下所示： 

{ 

    "success": true, 

    "result": { 

     "message": "send qc", 

     "data": "{\"nids\":[\"5959\",\"5960\",\"5961\"], 

\"batch_key\":null}" 

} 

} 

 

2. 執行失敗如下所示： 

{ 

    "pass": false, 

    "error": { 

        "error_msg": "來源機構代碼oid不允許", 

        "error_type": "ER0003:來源機構代碼oid不允許", 

        "oid": "2.16.886.101.20003.200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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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資料集識別碼（datasetId）為「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系統自動產出流水號，作為識別資料集之唯一
值，不得重複與修改。 

2. 提供機關物件識別碼（publisherOID），請參考物
件識別碼中心網站https://oid.nat.gov.tw/OIDWeb/ ，
為提供機關物件識別碼（OID），也可為下屬機關
之OID，建立後則不得再修改。 

 

 

(四) 錯誤訊息代碼一覽表 

錯誤代碼 訊息內容 說明 

ER0001 API Key 錯誤 API Key 錯誤 

ER0002 來源 IP 不允許 來源 IP 不允許 

ER0003 來源機構代碼 oid 不允許 來源機構代碼oid不允許 

ER0004 資料集代碼datasetId不允許 資料集代碼datasetId不允許 

ER0005 
平臺上不存在此機關代碼

對應的資料集 

平臺上不存在此機關代碼對

應的資料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