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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IE安全性設定 

系統登入前，所有使用者可能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第一節 Internet Explorer 9.0 (Windwos Vista / 7 以上) 

本節介紹 ie 9 安全性設定，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操作 1：開啟 Internet Explorer按下右上方齒輪按鈕，按下關於

Internet Explorer。 

 

操作 2：判斷版本為 9。 

 

操作 3：按下齒輪，按下網際網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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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4：按下一般，按下設定。 

 

操作 5：按下每次造訪網頁時，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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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6：按下安全性，按下信任的網站，按下網站 

 

操作 7：輸入公文系統網址，按下新增，然後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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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8：按下信任的網站，按下自訂等級。 

 

操作 9：將 ActiveX控制項與外掛程式的大項下全部改為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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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0：其中僅允許任可的網域使用 ActiveX而不提示，改為停用。 

 

操作 11：將下載的大項下全部改為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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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2：將雜項的大項下使用 SmartScreen篩選、使用快顯封鎖程式

改為停用，最後按下確定。 

 

操作 13：系統提示請按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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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4：按下隱私權，取消開啟快顯封鎖程式。 

 

步驟 15：按下進階，找到安全性大項，勾選允許主動式內容在本機電

腦區域中執行，按下套用，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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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6：關閉所有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再重新開啟。 

第二節 Internet Explorer 8.0 

本節介紹 ie 8 安全性設定，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操作 1：開啟 Internet Explorer按下說明，按下關於 Internet 

Explorer。 

 

步驟 2：判斷版本為 8。 

 

步驟 3：按下工具，按下網際網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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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按下一般，按下設定。 

 

步驟 5：按下每次造訪網頁時，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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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按下安全性，按下信任的網站，按下網站。 

 

步驟 7：輸入公文系統網址，按下新增，然後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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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按下信任的網站，按下自訂等級。 

 

步驟 9：將 ActiveX控制項與外掛程式的大項下全部改為啟用。 



公文線上簽核與檔案管理系統                                     基本環境設定 

- 12 - 

 

步驟 10：其中僅允許任可的網域使用 ActiveX而不提示，改為停用。 

 

步驟 11：將下載的大項下全部改為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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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將雜項的大項下使用 SmartScreen篩選、使用快顯封鎖程式

改為停用，最後按下確定。 

 

步驟 13：系統提示請按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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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按下隱私權，取消開啟快顯封鎖程式。 

 

步驟 15：按下進階，找到安全性大項，勾選允許主動式內容在本機電

腦區域中執行，按下套用，按下確定。 

 

步驟 16：關閉所有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再重新開啟，進入公

文系統登入頁面確認右下角有顯示信任的網站，表示設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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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第三節 Internet Explorer 7.0 

本節介紹 ie 7 安全性設定，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操作 1：開啟 Internet Explorer按下說明，按下關於 Internet 

Explorer。 

 

操作 3：按下工具，按下網際網路選項。 



公文線上簽核與檔案管理系統                                     基本環境設定 

- 16 - 

 

操作 4：按下一般，按下設定。 

 

操作 5：按下每次造訪網頁時，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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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6：按下安全性，按下信任的網站，按下網站。 

 

操作 7：輸入公文系統網址，按下新增，然後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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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8：按下信任的網站，按下自訂等級。 

 

操作 9：將 ActiveX控制項與外掛程式的大項下全部改為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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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0：將下載的大項下全部改為啟用。 

 

操作 11：將雜項的大項下使用 SmartScreen篩選、使用快顯封鎖程式

改為停用，最後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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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2：系統提示請按下是。 

 

操作 13：按下隱私權，取消開啟快顯封鎖程式。 

 

操作 14：按下進階，找到安全性大項，勾選允許主動式內容在本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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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區域中執行，按下套用，按下確定。 

 

操作 15：關閉所有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再重新開啟，進入公

文系統登入頁面確認右下角有顯示信任的網站，表示設定成

功。 

 

第四節 Internet Explorer 6.0 

本節介紹 ie 6 安全性設定，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步驟 1：開啟 Internet Explorer按下說明，按下關於 Internet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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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判斷版本為 6。 

 

步驟 3：按下工具，按下網際網路選項。 

 

步驟 4：按下一般，按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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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按下每次查閱畫面時，按下確定。 

 

步驟 6：按下安全性，按下信任的網站，按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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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取消此區域內的所有網站需要伺服器驗證，輸入公文系統網

址，按下新增，會加入到網站列表中，最後按下確定。 

 

步驟 8：按下信任的網站，按下自訂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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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將 ActiveX控制項與插件大項下全部改為啟用(共 7項)。 

 

步驟 10：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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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顯示訊息，按下是。 

 

步驟 12：按下隱私權，取消封鎖快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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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3：按下進階，安全性大項下勾選允許屬動式內容在我電腦上的

檔案中執行，按下套用，再按下確定。 

 

步驟 14：關閉所有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再重新開啟，進入公

文系統登入頁面確認右下角有顯示信任的網站，表示設定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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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Internet Explorer 9.0相容性檢視設定 

本節介紹 ie 9 相容性檢視設定，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操作 1：滑鼠移動至頁籤旁空白處。 

 

操作 2：滑鼠右鍵單擊顯示工具列表。 

操作 3：滑鼠左鍵單擊選擇功能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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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4：上方顯示出隱藏的功能表列，請按下工具，再按下相容性檢視

設定。 

 

操作 5：輸入公文系統網址，按下新增，不勾選在相容性檢視下顯示所

有網站，按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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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Internet Explorer 8.0相容性檢視設定 

本節介紹 ie 8 相容性檢視設定，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步驟 1：按下工具，按下相容性檢視設定。 

 

步驟 2：輸入公文系統網址，按下新增，不勾選在相容性檢視下顯示所

有網站，按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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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Adobe Flash Player 設定 

系統登入前，所有使用者可能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第一節 本機儲存區提示 

本節介紹當本機儲存區遇到 Adobe Flash Player，可透過下列之

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步驟 1：第一次登入系統時，Flash Player會提示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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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請按下允許，會有三次，分別要求不同的容量。 

 

 

 

第二節 解除重複詢問 

本節介紹當 ie常遇到重覆詢問，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步驟 1：通常使用過優化軟體移除 Internet Explorer暫存檔案時，再

次登入系統就會顯示上一節的提示，而 Internet Explorer

中有一項設定，每當關閉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時都會

自動刪除暫存檔案如下圖所示。 

步驟 2：請按下工具，按下網際網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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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確認結束時刪除瀏覽記錄沒有勾選，如果有勾選，請取消再按

下套用，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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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關閉瀏覽器外掛程式快顯封鎖設定 

IE瀏覽器時常會附加許多工具列，例如 Yahoo Tool Bar 、Google 

Tool Bar、Windows Live Tool Bar 常有阻擋彈跳視窗的功能，當登入公

文系統時可能輸入密碼後仍無反應，這時請參考下列工具列關閉方式。 

第一節 關閉 Google ToolBar 

本節介紹如何關閉 Google ToolBar，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操作 1：按下瀏覽器上方 Google工具列，更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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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2：按下彈出式視窗攔截器，選擇永遠允許來自公文網址的彈出式

視窗。 

 

操作 3：重新登入系統即可。 

第二節 關閉 Yahoo ToolBar 

本節介紹如何關閉 Yahoo ToolBar，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操作 1：按下瀏覽器上方 Yahoo工具列，快顯封鎖設定。 

 

操作 2：按下啟用防止彈出視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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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閉 Windows Live ToolBar 

本節介紹如何關閉Windows Live ToolBar，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

設定。 

操作步驟 

操作 1：按下瀏覽器上方Windows Live工具列，快顯封鎖設定。 

 

操作 2：按下允許此網站的快顯示窗。 

 

 

第四章 Windosw User Account Control 設定 

「使用者帳戶控制」 User Account Control，UAC 是Windows Vista 

新的安全性功能，Windows 7也有，可讓使用者以非系統管理員的權限

執行一般工作。 

第一節 Windosw 7 關閉 UAC 

本節介紹Windosw 7關閉 UAC，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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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按下左下開始按鈕，選擇控制台。 

 

步驟 2：按下使用者帳戶和家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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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按下使用者帳戶 

 

步驟 4：按下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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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將左方調整至最低不要通知，再按下確定。系統會詢問是否執

行，並且提示重新開機後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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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Windosw 2008 Server 關閉 UAC 

本節介紹Windosw 2008 Server關閉 UAC，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

設定。 

操作步驟 

操作 1：按下左下開始按鈕，選擇控制台。 

 

操作 2：按下使用者帳戶。 

 

操作 3：按下使用者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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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4：按下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操作 5：將左方調整至最低不要通知，再按下確定。系統會詢問是否執

行，並且提示重新開機後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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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憑證資訊設定 

「自然人憑證」是政府機關推行 E化服務所要求的憑證，可以在網

路上作資料交換時，如同網路身分證辨識雙方身分。電子公文線上簽核

也使用這樣的網路身份證，透過自然人憑證加簽，達成公文資料完整性、資

料來源辨識、不可否認性；當完成公文處理，系統要求插入憑證、輸入憑

證密碼後，系統即會讀取憑證私密金鑰，進行公文內容演算，完成電子

簽章並存檔，未來如需證明是否本人簽核公文即有所依據。 

第一節 憑證資訊註冊 

本節介紹憑證資訊註冊，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步驟 1：連接讀卡機，確認讀卡機燈號有亮起。 

步驟 2：插入自然人憑證，等待燈號停止閃爍。 

步驟 3：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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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請按下 按鈕。 

 

步驟 5：按下 按鈕。 

 

步驟 6：提示訊息請按下按鈕 。 

 

步驟 7：請輸入自然人憑證卡片密碼。按下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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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註冊完成如圖顯示憑證資訊表示完成。 

 

第二節 檢測憑證與讀卡機環境 

本節介紹檢測憑證與讀卡機環境，可透過下列之說明來設定。 

操作步驟 

步驟 1：至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http://gca.nat.gov.tw/。 

http://gca.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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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下載 HiCOS卡片管理工具。 

 

步驟 3：將下載檔案解壓縮後直接執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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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安裝完畢需要重新開機。 

步驟 5：開始，所有程式找到 HiCOS PKI Smart Card選擇 HiCOS用

戶端系統環境檢測工具。 

 

 

步驟 6：連接讀卡機，確認讀卡機燈號有亮起。 

步驟 7：插入自然人憑證，等待燈號停止閃爍，最後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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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按下開始測試按鈕。 

 

步驟 9：提示入 PIN碼時請輸入自然人憑證卡片密碼。 

 

步驟 10：如果卡片與密碼無誤，將會顯示全部通過測試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