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誼資訊-自然人憑證操作手冊 

 

 

                          1 

臺北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 21 號  電話 02-2264-2345  傳真 02-2265-4316  

台中  402 台中市南區樹義一巷 26-1 號 3 樓  電話 02-2264-2345  傳真 04-3600-9927   

客服專線 0800-880-928  統編  96940261  http://www.schoolsoft.com.tw 

 

 

 

 

 

 

 

 

 

 

 

 

 

 
 

 

 

      模組名稱：自然人憑證管理操作手冊 

適用單位：國中、國小、高中 

版號：2012 年 6 月 16日版 



全誼資訊-自然人憑證操作手冊 

 

 

                          2 

臺北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 21 號  電話 02-2264-2345  傳真 02-2265-4316  

台中  402 台中市南區樹義一巷 26-1 號 3 樓  電話 02-2264-2345  傳真 04-3600-9927   

客服專線 0800-880-928  統編  96940261  http://www.schoolsoft.com.tw 

目錄 
第一章 操作流程 .............................................................................................. 3 

一、 自然人憑證設定流程圖 .............................................................................................. 3 

第二章 自然人憑證註冊操作說明 ................................................................ 4 

一、 確認是否已註冊自然人憑證 ...................................................................................... 4 

二、 檢查無法讀取自然人憑證相關設定 ......................................................................... 5 

(一) 無安裝讀卡機驅動程式或 Smart Card 服務尚未啟動 .................................. 5 

1、 確認讀卡裝置是否以正確安裝 ................................................................... 5 

2、檢查 Smart Card 服務是否啟動 .................................................................. 7 

(二) 使用 HiCOS Clien 卡片管理工具檢查卡片狀態 ............................................. 8 

(三) 檢查使用者作業系統無 JRE 執行檔 ................................................................ 11 

第三章 自然人憑證註冊完成畫面 ............................................................. 16 

一、自然人憑證註冊完成畫面啟用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操作說明 ......................... 16 

附註 啟用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操作說明 ................................................ 17 

一、啟用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操作說明 ......................................................................... 17 

 

 

 

 

 

 

 

 



全誼資訊-自然人憑證操作手冊 

 

 

                          3 

臺北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 21 號  電話 02-2264-2345  傳真 02-2265-4316  

台中  402 台中市南區樹義一巷 26-1 號 3 樓  電話 02-2264-2345  傳真 04-3600-9927   

客服專線 0800-880-928  統編  96940261  http://www.schoolsoft.com.tw 

第第一一章章     操操作作流流程程   

確認是否已註冊
自然人憑證

啟用自然人憑證登入校務系統

註冊自然人憑證相關設定

已註冊

可直接操作
登入校務系統

尚無註冊資料

註冊相關資料

註冊完成

可直接操作
登入校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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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章章     自自然然人人憑憑證證註註冊冊操操作作說說明明   

一、使用者欲登入校務系統畫面為反灰的狀態，即表示尚未註冊自然人憑證 

1、請老師先註冊相關資料即可做登入動作。 

2、請老師於校內登入系統後，至「個人資料修改」→「自然人憑證管理」中 

   「註冊自然人憑證」。 

 

     註：○1  請先確認讀卡機趨動程式已安裝，並可正常執行。 

         ○2 請將自然人卡片插入讀卡機，並將讀卡機插至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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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在註冊時，可能會遇到自然人憑證無法讀取使用，常見狀況可區分為以下幾種，

請依序檢核系統環境，以排除狀況： 

(一)「無安裝讀卡機驅動程式」或「Smart Card 服務尚未啟動」，以致使用者作

業系統無法順利讀取讀卡機。 

1.已經裝置好讀卡機卻無法抓取到卡機安裝資訊 

 

請老師對著我的電腦→按右鍵→選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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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裝置管理員→  『智慧卡讀卡機』→   展開後確認是否有卡機型號。 

若有成功連結到卡機，可在此畫面先看見卡機型號，若讀卡機沒有正確接上電腦，硬體裝置

無法正確顯示「智慧卡讀卡機」。 

   接著，對著卡機型號點選右鍵『內容』檢查「製造廠商」及「位置」欄位是否有相關資料

呈現，若是呈現未知，請老師上讀卡機的網站，下載讀卡機的驅動程式後，進行驅動程式的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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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 Smart Card 服務是否啟動 

 

   選擇服務與應用程式→點選「服務」。 

   找尋到『Smart Card』確認狀態是否為『已啟動』。 

   若未呈現已啟動的狀態，請點選滑鼠右鍵，選擇啟動即可正常開始使用卡機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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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 HiCOS Clien 卡片管理工具，提供檢查卡片狀態 

當您卡機插入自然人憑證之後，您可以至內政部資訊網管理系統

http://ssap.ntshb.gov.tw/網頁的 IC 卡登入異常作業內，可下載『HiCOS Client』壓縮檔，

並將檔案解壓縮後進行安裝。 

 

※點選 IC 卡登入異常作業，點選連結下載安裝執行檔。 

http://ssap.ntsh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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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HiCOS Client 

安裝後，安裝程式會要求重新啟動您的電腦，請重新啟動後即可開始使用。

 
※程式要求重新啟動電腦 

重新啟動後，請將卡片與讀卡機接上電腦並在開始功能鍵開啟 HiCOS 卡片管理工具軟體，卡

片管理工具則可顯示卡片目前是否正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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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尚未插入卡片」，則會在狀態欄位呈現卡片不存在 

 

若是「卡片插反」，卡片名稱則會呈現未知的卡片，狀態為卡片存在 

 

若「卡片插入的方向正確」，卡片名稱則會出現『CHT GPKI Card 32K』的字樣 

 

若老師卡片方向插入正確，仍無法做讀取，請老師拿橡皮擦將晶片部分輕輕擦拭後在操作讀

卡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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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使用者作業系統無 JRE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ava 執行環境)」 

使用者的作業系統中若無 JRE (Java 執行環境)，將導致自然人憑證註冊 Applet 無法順利

執行， 當 Applet 無法順利執行時，會出現一片灰色底圖 

請點選下方注意事項中的「測試網頁」進行使用者環境評估。 

 

使用者環境無支援 JRE(Java 執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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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者環境測試中的 Applet 可正常呈現，畫面如下圖，可完井字遊戲的畫面，若

無此畫面時，請點選 Windows 專用的 JAVA 進行 Jre 下載並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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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機已安裝完成與卡片資料正常，系統仍無法找到卡片資料，請依照作業系統之不同，

將注意事項第三項中所提供的檔案下載後放置於使用者電腦指定目錄中。 

 

請將檔案下載後，放置於使用者電腦中，並請依照指定的路徑資料夾做檔案的存放動作 

註:若老師的 JAVA 版本較新，可選擇 Java 資料夾中，jre 資料夾名稱數字最大的資料夾做存放動作 

 

如：jre6 與 jre7，請選擇 jre7 資料夾，後面一樣從 lib 資料夾中，i386 與 ext 資料夾做檔案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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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者不清楚自己的作業系統為 64 位元或 32 位元，請您對著「我的電腦」按下右鍵

後，選擇「內容」，即會顯示出使用者電腦的系統類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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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三項檢核步驟皆完成後，請登出系統，重新開啟瀏灠器，即可看到正常的自然人憑證

讀取作業 Applet，請輸入憑證 PIN，並點選「確定」鈕，系統即可完成自然人憑證註冊。 

※自然人憑證註冊 

 

※註冊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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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自自然然人人憑憑證證註註冊冊完完成成登登入入畫畫面面   

一、自然人憑證註冊完成登入畫面 

當您已完成自然人憑證註冊程序後，即可在系統登入時，選擇以自然人憑證登入方式登入校

務系統。 

 

  



全誼資訊-自然人憑證操作手冊 

 

 

                          17 

臺北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 21 號  電話 02-2264-2345  傳真 02-2265-4316  

台中  402 台中市南區樹義一巷 26-1 號 3 樓  電話 02-2264-2345  傳真 04-3600-9927   

客服專線 0800-880-928  統編  96940261  http://www.schoolsoft.com.tw 

附附註註   啟啟用用自自然然人人憑憑證證登登入入系系統統操操作作說說明明   

一、啟用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操作說明 

當學校欲限制使用者以不同安全等級方式登入校務系統時，可以學校 GM 帳號登入系統

管理介面，選擇「資訊安全」模組。 

 

進入模組後，可由「資安選項設定」→勾選「啟用登入機制」為自然人憑證，管理者可依

需求分別設定不同身份登入者依不同登入機制進入校務系統，設定完畢後，點選「儲存設定」

鈕即可完成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