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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OpenAPI教育訓練
主題 時間 時數 內容

水利開放資料平台說明 13：20~13：30 10分鐘 介紹水利開放資料平台

Open API介紹 13：30~13：50 20分鐘
API介紹說明、API取得資料機制及
共通性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規範
(OAS)逐項說明介紹。

水利資料整合雲Open API
產製及應用

13：50~14：10 20分鐘
說明水利資料整合雲平台Open API
產製方式及如何應用。

自行Open API產製說明(一) 14：10~14：40 30分鐘 現行資料庫產製為Open API說明

14：40~15：00中場休息(20分鐘)

自行Open API產製說明(二) 15：00~15：30 30分鐘 API產製為Open API說明

常見問題及實機操作 15：30~16：30 60分鐘
1.產製Open API錯誤樣態說明
2.綜合討論
3.實機操作



水利開放資料
平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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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資料開放平台
彙整所有水利署已發布至國發會之開放資料。

https://opendata.wra.gov.tw/WraHomePa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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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 水雲平台已產製 15 項Open Api

項次 名稱 項次 名稱

1
水利署疏濬資
訊(2013年9月
以後)

9 水庫水情資料

2
石門水庫濁度
資料

10
河川流量測站站
況

3
曾文水庫即時
水情資訊

11
阿公店水庫即時
水情資訊

4 即時水位資料 12
牡丹水庫即時水
情資訊

5
水利署所屬雨
量站基本資料

12
地下水水位觀測
井井況

6
水質水量保護
區基本資料

14
水庫每日營運狀
況

7
河川水位測站
站況

15 水權統計資料

8
地下水水位年
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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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規範

目的

• 為擴大政府資訊服務效益，並保有各系統API開發彈性，爰導入國際Open API 
Initiative組織之OpenAPI Specification (以下簡稱OAS) 標準，藉由一致性之描述
方法，提供機器可讀之標準格式API說明文件，以降低資料存取、API調整以及維
護等門檻，進而提升政府資訊效能。

應用範圍

• 本規範適用於採 API 對外提供服務或其傳輸資料內容不涉及機敏性者，請提供符合
OAS 標準之說明文件。

• 不論該API所使用之授權及存取限制，均可採OAS標準進行描述。



OPEN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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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PI目前是由OpenAPI Initiative (OAI)組織進行更新與推動
是由具有前瞻性業專家組成的聯盟創建的，主要就是看準了標準化 API 描述
方式的可以帶來巨大價值

為 Linux 基金會下的開放治理結構，OAI 專注於創建、發展和促進供應商中
立的描述格式。OpenAPI規範最初基於 SmartBear Software 捐贈的
Swagger 規範。

Open API－OA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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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PI－OAS介紹

OpenAPI規範(OAS)為RESTful API定義了一個標準的、與語言無關的
Interface，它允許人類和電腦在不需知道其程式碼、文件檔案或通過實際串
接資料檢查的情況下發現和理解服務的功能。

正確定義後，使用者可以使用最少的實現邏輯理解遠程服務並與之交換。

除了頁面上呈現可以更加簡便，也可以透過文檔生成工具來轉換OpenAPI所
描述之服務來產生制式文件，並且第三方工具也相當的方便可以透過代碼生
成工具可以使用各種編程語言、測試工具和許多其他用例來生成服務器和客
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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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PI－OpenAPI定義

定義及描述一個API 到多個 API 複合資源。
產製OpenAPI必須至少包含一個path、components並且OpenAPI需符合
OpenAPI規範(O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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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PI－OpenAPI定義

Path Templating

Path Templating使用大括弧 ({}) 分隔作為模板表達式，以使用參數將 URL 路徑的一
部分標記為可替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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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PI－OpenAPI定義

Media Types

輸出的媒體類型定義應該符合 RFC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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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PI－OpenAPI定義

HTTP Status Codes

HTTP 狀態代碼用於指示已執行操作的狀態。註冊狀態代碼列在IANA 狀態代碼註
冊表中。

Success
200 OK
201 Created
204 No Content

Redirection
304 Not Modified

Client Error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Server Error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https://www.iana.org/assignments/http-status-codes/http-status-codes.xhtml


Open API－OAS標準

欄位名稱 類型 描述

openapi string
必填，這字串必須載明該文件所使用的 OpenAPI Specification 版本。
這個 openapi 欄位應該要讓使用者可藉由工具直譯其版本。
該欄位與 API info 版本號無關。

info Info Object 必填，提供這份 API 的詮釋資料。如有需要，這資料亦可由使用者所使用。

servers Server Object
伺服器物件，可提供至目標伺服器之連結資訊。
若未提供該欄位，或為空陣列，則伺服器欄位之預設 URL 將會是根目錄"/"。

paths Paths Object 必填，記載這份 API 的功能操作及可用路徑。

components Components Object 用於記載保存於各種 schema 之元素。

security Security Requirment Object

宣告其可跨用於整份 API 之安全機制。
其清單內包含可供使用的 security requirement objects。
僅需有一項security requirement objects 滿足授權需求即可。
可藉由個別操作覆蓋此定義。

tags Tag Object

可被分析工具所解析。
並非所有 Operation Object 所使用的標籤都必須被宣告，未被宣告之標籤可被隨
機地或邏輯性地組織起來。
清單中每個標籤名稱都必得是獨一無二的。



Open API－OAS標準

openapi

必填，這字串必須載明該文件所使用的 OpenAPI Specification 版本。
這個 openapi 欄位應該要讓使用者可藉由工具直譯其版本。
該欄位與 API info 版本號無關。



Open API－OAS標準

info

必填，提供這份 API 的詮釋資料。如有需要，這資料亦可由使用者所使用。

Field Name Type Description

title string REQUIRED. The title of the API.

summary string A short summary of the API.

description str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API. CommonMark
syntax MAY be used for rich text 
representation.

termsOfService string
A URL to the Terms of Service for the 
API. This MUST be in the form of a URL.

contact Contact Object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exposed API.

license License Object
The license information for the exposed 
API.

version string

REQUIRED. The version of the OpenAPI
document (which is distinct from 
the OpenAPI Specification version or 
the API implementation version).

https://spec.commonmark.org/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contactObject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licenseObject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asVersion


Open API－OAS標準

info

必填，提供這份 API 的詮釋資料。如有需要，這資料亦可由使用者所使用。



Open API－OAS標準

servers

伺服器物件，可提供至目標伺服器之連結資訊。
若未提供該欄位，或為空陣列，則伺服器欄位之預設 URL 將會是根目錄"/"。

Field Name Type Description

url string

REQUIRED. A URL to the target 
host. This URL supports Server 
Variables and MAY be relative, to 
indicate that the host location is 
relative to the location where the 
OpenAPI document is being served. 
Variable substitutions will be made 
when a variable is named 
in {brackets}.

description string

An optional string describing the 
host designated by the 
URL. CommonMark syntax MAY be 
used for rich text representation.

variables Map[string, Server Variable Object]

A map between a variable name 
and its value. The value is used for 
substitution in the server’s URL 
template.

https://spec.commonmark.org/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serverVariable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servers

伺服器物件，可提供至目標伺服器之連結資訊。
若未提供該欄位，或為空陣列，則伺服器欄位之預設 URL 將會是根目錄"/"。



Open API－OAS標準

paths

必填，記載這份 API 的功能操作及可用路徑。

Field Pattern Type Description

/{path} Path Item Object

A relative path to an individual endpoint. 
The field name MUST begin with a 
forward slash (/). The path 
is appended (no relative URL resolution) 
to the expanded URL from the Server 
Object’s url field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full URL. Path templating is allowed. 
When matching URLs, concrete (non-
templated) paths would be matched 
before their templated counterparts. 
Templated paths with the same hierarchy 
but different templated names MUST 
NOT exist as they are identical. In case of 
ambiguous matching, it’s up to the 
tooling to decide which one to use.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pathItemObject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serverObject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pathTemplating


Open API－OAS標準

paths

必填，記載這份 API 的功能操作及可用路徑。



Open API－OAS標準

Paths>Path Item Object

必填，記載這份 API 的功能操作及可用路徑。

Field Name Type Description

summary string
An optional, string summary, 
intended to apply to all operations in 
this path.

description string

An optional, string description, 
intended to apply to all operations in 
this path. CommonMark 
syntax MAY be used for rich text 
representation.

get Operation Object
A definition of a GET operation on 
this path.

put Operation Object
A definition of a PUT operation on 
this path.

post Operation Object
A definition of a POST operation on 
this path.

delete Operation Object
A definition of a DELETE operation 
on this path.

https://spec.commonmark.org/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perationObject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perationObject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perationObject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peration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Paths>Path Item Object>Operation Object

必填，記載這份 API 的功能操作及可用路徑。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peration-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Paths>Path Item Object>Operation Object

必填，記載這份 API 的功能操作及可用路徑。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peration-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Paths>Path Item Object>Operation Object

必填，記載這份 API 的功能操作及可用路徑。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peration-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Paths>Path Item Object>Operation Object

必填，記載這份 API 的功能操作及可用路徑。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operation-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components

用於記載保存於各種 schema 之元素。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components-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components

用於記載保存於各種 schema 之元素。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components-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components

用於記載保存於各種 schema 之元素。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components-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components

用於記載保存於各種 schema 之元素。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components-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security

宣告其可跨用於整份 API 之安全機制。
其清單內包含可供使用的 security requirement objects。
僅需有一項security requirement objects 滿足授權需求即可。
可藉由個別操作覆蓋此定義。

Security Requirement Object


Open API－OAS標準

tags

可被分析工具所解析。
並非所有 Operation Object 所使用的標籤都必須被宣告，未被宣告之標籤可被
隨機地或邏輯性地組織起來。
清單中每個標籤名稱都必得是獨一無二的

Field Name Type Description

name string REQUIRED. The name of the tag.

description string
A description for the tag. CommonMark 
syntax MAY be used for rich text 
representation.

externalDocs External Documentation Object
Additional external documentation for 
this tag.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tag-object
https://spec.commonmark.org/
https://spec.openapis.org/oas/latest.html#externalDocumentationObject


水利資料整合雲
OPEN API

33



34

應用程式介面(API)的定義

1. 應用程式介面：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2. 一種資料交換（資料或操作指令）機制，網路系統用的API稱為Web API

3. 扮演的腳色類似「介於使用者與後台的中間人」

簡單解釋

你(使用者)去麥當勞點餐，你跟店員(API)說你要大麥克套餐，店員會把你的需求交

給後面的廚房(後台)，廚房會依照店員指示的菜單(需求)將餐點(回應)做出來，由店

員轉交給您。

數據API網站或APP資料庫

傳送要求傳送要求

要求回應 要求回應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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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 水雲平台已產製 15 項Open Api

項次 名稱 項次 名稱

1
水利署疏濬資
訊(2013年9月
以後)

9 水庫水情資料

2
石門水庫濁度
資料

10
河川流量測站站
況

3
曾文水庫即時
水情資訊

11
阿公店水庫即時
水情資訊

4 即時水位資料 12
牡丹水庫即時水
情資訊

5
水利署所屬雨
量站基本資料

12
地下水水位觀測
井井況

6
水質水量保護
區基本資料

14
水庫每日營運狀
況

7
河川水位測站
站況

15 水權統計資料

8
地下水水位年
度統計



36

填寫詮釋資料
與Schema

各資料集/服務

依照(OAS)
OpenAPI Specification
標準制定統一參數
與相關描述swagger.json

Open API

水雲平台OPEN API-產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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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產製方式

解析各資料集結構，顯示各資料所含欄位及各對應欄位說明

各資料集/服務

相關Response Schema參數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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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產製方式

轉換成符合OAS標準
的Open API

依照制定標準轉換原本服務成符合OAS標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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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產製方式
描述OpenApi版本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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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產製方式
定義API資訊及相關傳遞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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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產製方式
定義API資訊及相關傳遞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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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產製方式
定義API資訊及相關傳遞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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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相關應用
定義API資訊及相關傳遞參數 editor 地下水水位年度統計

https://editor.swagger.io/
https://data.gov.tw/dataset/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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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相關應用

https://petstore.swagger.io/https://redocly.github.io/redoc/

透過轉換後的符合OAS選定 Open API UI Framework

https://petstore.swagger.io/
https://redocly.github.io/r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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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平台OPEN API-相關應用



現行資料庫產製
為OPEN API

46

國發會資料開放金質獎評核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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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行產製OPEN API

需要準備甚麼? 甚麼資料適合產製?

不具機敏性資料

更新頻率高(例如每小時、每天)

資料集的資料是由系統產生/存在資
料庫

資料集的使用率高(瀏覽、下載量高)

資料集的資料檔案格式為結構化的資
料(JSON、XML、CSV) 

2.開發API程式(包含位置、動作(GET)、
包成JSON檔案)

3.可使用POSTMAN進行測試

4. OAS 文件產出

1.將資料由系統產生並存放於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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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介面(API)的定義(1/2)

1. 應用程式介面：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2. 一種資料交換（資料或操作指令）機制，網路系統用的API稱為Web API

3. 扮演的腳色類似「介於使用者與後台的中間人」

簡單解釋

你(使用者)去麥當勞點餐，你跟店員(API)說你要大麥克套餐，店員會把你的需求交

給後面的廚房(後台)，廚房會依照店員指示的菜單(需求)將餐點(回應)做出來，由店

員轉交給您。

數據API網站或APP資料庫

傳送要求傳送要求

要求回應 要求回應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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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介面(API)的定義(2/2)

問題：

若使用不正確的API，就無法完成使用者的要求。

Ex：使用英文點餐，但店員只懂中文，這樣就沒辦法進行點餐。

解決方法：「使用標準化的溝通方式」

API介紹



50

API組成架構

RESTful API

組成的三種元件

定義資源位置的URI，不同資源在網路上唯一的位置

對伺服器端要做的動作

API 傳遞內容可以多種方式呈現ex : JSON檔案格式

REST 為軟體架構設計風格，若使用 REST 的方式傳輸 API ，則稱RESTful API 。

資源呈現方式(Content Types)

動詞（Verbs）

名詞（Nouns）

https://data.wra.gov.tw/OpenAPI/api/OpenData/F6C4CB65-4F5F-44D2-9646-73CB587654B3/Data?size=2&page=1

service root URL query optionsresource path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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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儲存/更新/刪除/取得資料機制(1/5)

• 一般資源用複數名詞

ex： /cars 或/cars/123，而不用 /car/ 或 /car/123

• 唯一資源用單數名詞（亦即對client而言只有一份的資源）

如:/user/info，其中user是指目前登入的使用者，所以用單數

名詞（Nouns）

• Utility API 與 resource API 性質不同，它的 endpoint 設計只要合理即可

ex： /search?q={keywords} 

• 資源的層級架構，可反應在 API endpoint 設計上，ex：/books/123/ch/2 

定義資源位置的 URI命名原則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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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儲存/更新/刪除/取得資料機制(2/5)

PUT

替換
DELETE

刪除

POST

新增
GET

讀取

水利開放資料平台之OPEN API僅提供資料讀取利用。

對伺服器端要做的動作

動詞（Verbs）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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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儲存/更新/刪除/取得資料機制(3/5)

• JavaScript物件表示法(JSON)為一個資料交

換格式，各種不同程式語言皆可讀取/寫入。

• 大部份 API 使用 JSON檔案格式進行傳輸

及溝通。

API 傳遞內容可以多種方式呈現ex : JSON檔案格式

資源呈現方式(Content Types)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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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儲存/更新/刪除/取得資料機制(4/5)

以 [ ] 作為開始與結束，

內容形式為一組值的集合，值的形式有：

 字串 (string，以 " " 包住)

 數值 (number)

 物件 (object) 

JSON用於描述資料結構，有兩種結構：

物件 (object) 

以 { } 作為開始與結束，

內容形式為 key & value，並用 : 分

陣列 (array) 

水雲平台OPEN API-水利署疏濬資訊JSON檔案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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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儲存/更新/刪除/取得資料機制(5/5)

• API的 URI 位置：索取資源的地方(跟”誰”要東西，或給”誰”東西)。

• API的動作：要做的事情 (跟誰”要”東西，或”給”誰東西)。

• API的JSON檔案：做事情的內容(跟誰要”東西”,或給誰”東西”)

Client ServerHTTP GET

JSON

Media Type

Response

200 OK

Resources

Request  http://example.com

總結

AP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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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OpenAPI之API設計方式

API介紹

• 資料庫有什麼資料：手邊有什麼資料，提供什麼資料

• 良好的篩選方式：要怎麼降低資源的浪費以及精準找到資料

回傳模型化資料：回傳準確的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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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00中場休息



現有API產製為
OPE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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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API轉換成OpenAPI

地下水水位年度統計

https://data.gov.tw/dataset/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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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API轉換成OpenAPI

測試API位置

https://tm.gis.tw/WraOpenAPIDemo/api/OpenData/C79B9CF3-122E-43B6-A436-D7F6B40C0D3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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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API轉換成OpenAPI

將服務網只拆成servers及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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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API轉換成OpenAPI

定義API相關方法描述以及唯一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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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API轉換成OpenAPI

定義API相關方法描述以及唯一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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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API轉換成OpenAPI

定義回傳碼及回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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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API轉換成OpenAPI

最後可以得到一份OpenAPI



常見問題
及實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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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檢測驗證方式-實例操作(1/6)

進入Swagger editor，網址：https://editor.swagger.io/1

https://editor.swagge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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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檢測驗證方式-實例操作(2/6)

File ⇢ Import URL ⇢將OAS文件網址貼到輸入框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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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檢測驗證方式-實例操作(3/6)
呈現結果，將顯示兩欄畫面

左欄為 OAS 文件的 JSON 格式內容 右欄為 API 的操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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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檢測驗證方式-實例操作(4/6)

左欄呈現 JSON 格式，依據規範列出Info Object、Paths 等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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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檢測驗證方式-實例操作(5/6)

右欄為API的操作，顯示出該 API的 URI位置、可使用的動作…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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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檢測驗證方式-實例操作(6/6)
將 API展開，點擊 Try it out後，可輸入參數並點選 Excute產出 API 撈取的
資料。

1

2

產出 API之撈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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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實際操作應用

機關系統/資料庫 水利平台OPEN API專區資料庫

資料存至
機關資料庫

API（GET）

Response

民眾/機關想要取得水利平台OPEN API專區的資料集/資料範例說明

JSON

機關資料庫



74

常見問答

Q：經由API存取資料，對資料庫而言是否容易產生資安問題？

A：API 程式在取得或存取資料與一般系統運行概念是一樣的，所以只要能在

系統程式及資料庫方面做好環境資安的設定及檢查，是不會有風險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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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

 讓資料交換更容易使用。

 讓 API 更容易維護與調整。

 未來更易於導入Schema等資料標準。

Q：API使用OAS規範的好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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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