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式建立的基礎 
 

 

本章涵蓋建立及設定新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的基礎。首先我們將討論眾多由

Facebook『開發人員』應用程式提供的組態設定，以及新的應用程式該如何設定。

接著我們建立 Facebook 應用程式的基本 PHP 骨架，並且介紹 FBML 提供的若干功

能，以及官方的 Facebook PHP 客戶端函式庫。接著我們會討論用戶如何授權應用

程式，以及 Facebook 如何驗證應用程式。最後則會說明 Facebook 階段、簽章，以

及 Facebook 傳送給應用程式畫布頁的資料。 

你將在本章設置並建立名為 Compliments 的範例程式，後續章節你還會繼續開發的

這個範例，能讓用戶利用 Facebook 提供的所有整合點，將「棒」1傳給 Facebook 朋

友。 

設置環境 
首先要從 Facebook 的公開源碼儲藏庫下載 Facebook PHP 客戶端函式庫

（svn.facebook.com/svnroot/platform/clients/packages/facebook-platform.tar.gz2），然

後以慣用的工具程式解開檔案。 

PHP 客戶端函式庫是由 3 個檔案組成。第 1 個是 facebook_api_restlib.php，此檔包

含了 FacebookRestClient 類別的實作物，而 FacebookRestClient 類別封裝了

Facebook REST-API 的原始、低階的 HTTP 存取。第 2 個檔案是 facebook.php，提

供 Facebook 類別的實作物，此類別封裝了 Facebook Web 應用程式的行為。第 3 個

檔案是 facebook_desktop.php，提供 FacebookDesktop 類別，能做到與 Facebook 桌

                                                                                                                  
1  譯註：範例程式名稱 Compliments 的原意是稱讚的意思，這個程式可以傳送「棒」給朋友。 
2  譯註：目前舊版的 PHP 客戶端函式庫要從 http://pearhub.org/get/facebook-0.1.0.tgz 下載，新版可從

http://github.com/facebook/php-sdk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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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應用程式相同的事情。 facebook.php 和 facebook_desktop.php 內部引入了

facebookapi_php5_restlib.php，因此若要從 PHP 存取 Facebook API，你就不需直接

在自己的程式碼引入它。 

接著你需要替自己的應用程式設置 Web 伺服器，本書接下來會以 URL（例如

http://example.com）提及你的 Web 伺服器。對建立此應用程式的目的而言，最簡

單的方式是在本機伺服器執行。不過也有許多專門提供執行 Facebook 應用程式的

主機服務供應商。以下是設置一切的步驟： 

1. 先在伺服器替應用程式建立新的目錄 Compliments 來放置應用程式檔案，這

個目錄也稱為應用程式的根目錄。接著建立對應到此實體目錄的虛擬目錄，

最後重新啟動 Web 伺服器。 

2. 現在解開 Facebook PHP 客戶端函式庫，並將解開的檔案安裝到應用程式可以

參照到的 Web 伺服器位置。若你計畫編寫數個 Facebook 應用程式，可以讓每

個新的應用程式擁有一份 PHP 客戶端函式庫副本，也可以讓所有的應用程式

參照一份全域副本。我們建議前者，因為如果你更新此函式庫，這可限制相

容性錯誤的發生，而且也不會破壞使用此函式庫的應用程式功能。要這麼

做，請將檔案解開到 Compliments 目錄裡名為 fblib 的新目錄。現在指向

facebook.php 檔案的路徑應該是/compliments/fblib/facebook.php。 

3. 接著建立新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的第 1 個檔案。在 Compliments 目錄建立名

為 index.php 的新檔案，並將以下這行放進新建的檔案： 

 

4. 確認你的 Web 伺服器及新的應用程式都已正確設置，確保你能從自己的 Web
伺服器存取 index.php。請以 http://example.com 來瀏覽這個新檔案的位置，應

該會在瀏覽器看到目前安裝的 PHP 版本資訊。如果無法在瀏覽器看到 PHP 版

本資訊，或者瀏覽器出現錯誤訊息，請檢查伺服器的錯誤記錄，以找到進一

步的偵錯資訊。 

5. 最後為此應用程式建立新的 MySQL 資料庫，名稱為 compliments。為了安全

目的，最好為此資料庫建立特定應用程式的新用戶，確定為此 Compliments
應用程式所選取的用戶擁有新資料庫的 SELECT、ALTER、UPDATE、

INSERT、DELETE 等權限。請注意這個新用戶的名稱和通行碼。在本章還不

會使用這個資料庫，但在第 7 章就需要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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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開發人員』應用程式 
Facebook『開發人員』應用程式能讓你建立新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並且管理現

有的應用程式。要開始建立 Compliments 應用程式，你需要將 Facebook『開發人

員 』 應 用 程 式 加 入 你 的 Facebook 帳 號 。 登 入 Facebook 再 連 到

www.facebook.com/developers，按下『允許』以授權 Facebook『開發人員』應用程

式（如圖 6.1）。 

 

圖 6.1 授權 Facebook『開發人員』應用程式 

安裝了 Facebook『開發人員』應用程式之後，網頁會連往這個應用程式的畫布頁。

請按下頁面右上角的『Set Up New Application』（建立新的應用程式）按鈕（如圖

6.2）。 

接著如圖 6.3 所示，提示你輸入應用程式的名稱。Facebook 不允許應用程式名稱超

過 50 個字元，名稱除了不能包含以下的英文字：face、poke 或 wall，也不能太像

Facebook 提供的預設應用程式，例如 Photos、Videos 和 Notes。如第 2 章所述，

Facebook 雖然允許應用程式名稱相同，但每個應用程式的畫布頁 URL 就不能相同

（稍後會再詳述）。現在請在『應用程式名稱』輸入 Compliments，然後點選『同

意』Facebook 使用條款，再按下『建立應用程式』按鈕。 

請注意沿著圖 6.4 左側的標籤頁，這些相當於 Compliments 應用程式的不同組態設

定。以下將說明每一個標籤頁，以及與 Compliments 相關的設定。要留意的是這些

標籤頁底部是『儲存』按鈕；你可以在點選其他標籤頁之前儲存變更，或者編輯所

有標籤頁之後再儲存。 
 

注意  

若你離開這頁而沒有按下『儲存』按鈕，所有的變更都不會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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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Set Up New Application』（建立新的應用程式）按鈕在頁面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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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在『應用程式名稱』輸入 Compliments 

 

圖 6.4 Compliments 應用程式的『基本資料』設定標籤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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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標籤頁 

以圖 6.4 作為參考，本節將說明『基本資料』標籤頁的每一項設定。 

基本資料 

Compliments 應用程式設定頁面第 1 個也是最需要注意的，是 Facebook 提供的應用

程式 ID、API 金鑰、秘密金鑰3。第 3 章會討論它們的重要性，並請勿外洩這些數

值。 

應用程式簡介 

『簡介4』欄位的內容會顯示在 Facebook 應用程式分類目錄（第 14 章將會討論），

而且會在新用戶加入或授權此應用程式之前，呈現給新用戶。上限是 250 個字元，

而且必須是純文字。此刻你勿需擔心這個欄位的設定，在應用程式完成之前，並不

會被加入應用程式分類目錄。 

應用程式圖示及標誌 

應用程式圖示用在應用程式功能表、應用程式設定頁面，以及允許存取的授權交談

窗。圖示受限於 16×16 像素的大小，且常常不會出現在白色的背景，因此

Facebook 建議開發人員使用透明的 GIF 圖作為所有應用程式的圖示。PNG 圖也允

許透明，但不是所有瀏覽器都支援（尤其是 Internet Explorer 6）。 

很明顯的應用程式標誌會出現在應用程式分類目錄，最大可達 75×75 像素，而且

可以是 GIF、JPG、PNG。如果這些圖形超過所允許的大小，會自動縮小圖形，並

轉成 GIF 格式。你上傳到 Facebook 的圖示或標誌圖形檔必須在 5MB 以下。我們的

Compliments 範例選用金星圖5，但你可以上傳你喜好的圖。 

語言 

『語言』可以讓你設定應用程式的母語。這個 Compliments 範例將設為 English。 

                                                                                                                  
3  譯註：雖然目前 Facebook 的中譯名稱為『秘密』，但應該是『秘密金鑰』才正確。 
4  譯註：雖然 Facebook 目前的中譯名稱為『群組簡介』，但應該是『簡介』才正確。 
5  譯註：你可以在作者提供的範例檔案找到 GIF 格式的圖示和標誌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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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是能夠修改這個應用程式設定的其他 Facebook 用戶，為了要將其他用

戶加入開發人員或從中移除，他們必須是你的 Facebook 朋友。欲加入新的開發人

員，請將他們的 Facebook 名稱輸入欄位。開發人員名單很重要，因為只有這份名

單裡的用戶可以在釋出之前沙盒模式（稍後說明）安裝這個應用程式。 
 

技巧  

務必試著讓應用程式的開發人員名單有一個以上的帳號，否則若你無法存取

Facebook 帳號，也就無法存取你的應用程式了。 

聯絡資料 

只有 Facebook 員工能看到『開發人員聯絡電子郵件』，如果需要的話，這是用來

聯絡應用程式開發人員。通常如果有用戶抱怨應用程式，或應用程式違反 Facebook
服務條款，Facebook 就會以此位址聯絡開發人員。『用戶請求支援方式』可以選擇

『電子郵件』或『URL』，讓用戶從你應用程式的說明或關於頁面聯絡你。這些位

址都必須填入，而且預設是應用程式開發人員註冊 Facebook 的電子郵件位址。如

果需要，兩者都可更改，但本例保留預設值即可。 

面對用戶的網址 

『書籤網址6』用在許多地方，如圖 6.8 是在所有 Facebook 頁面底下的應用程式功能

表，當用戶按下功能表裡的 Compliments 連結，或工具列上的 Compliments 圖示，

就能執行 Compliments。只有在用戶將你的應用程式加入書籤，這些位置才會出現

連結或圖示。圖 6.9 是範例 Compliments 給尚未授權 Compliments 的用戶的關於頁

面，按下其中的『Go to Application』按鈕，會將用戶帶到他指定在 Bookmark URL
的位置。而圖 6.10 是已授權應用程式用戶的關於頁面，『Go to this Application』
連結也是使用 Bookmark URL 位置。如果 Bookmark URL 沒有設定，以上這些位置

都會連到應用程式的畫布頁面網址。本例請讓 Bookmark URL 保持空白，使用預設

值。 

如果需要，可以將應用程式的協助、隱私及服務條款等頁面的 URL 輸入到『說明

網址』、『隱私網址』、『服務條款網址』等欄位。本例讓這些欄位保持空白即

可。若你設定了服務條款網址，用戶會在授權應用程式之前，先看到並需要接受你

                                                                                                                  
6  譯註：這一段的原文是在稍後的《非必要的 URL》，但『書籤網址』應該是『基本資料』書籤的

設定，故搬移至此（但未更動圖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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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的服務條款。在某些涉及法律責任的情況，這就相當重要。如果你沒有提

facebook 供這些 URL，就會使用 Facebook 的協助、隱私、服務條款頁面。 

驗證標籤頁 

如圖 6.5，『驗證』標籤頁控制了哪些類型的設定檔可以安裝應用程式，以及當用

戶安裝或移除應用程式時，是否會通知應用程式。 

用戶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 

這個標籤頁首先可讓開發人員選擇哪一種設定檔可以安裝應用程式：用戶、粉絲專

頁，或者兩者皆可安裝。用戶設定檔是一般的 Facebook 用戶帳號，粉絲專頁則是

公開設定檔，用在不直接對應到單一用戶帳號的品牌、名人或公司。要讓應用程式

能安裝在用戶設定檔，請勾選『Facebook 用戶』；要讓應用程式能安裝在公開設定

檔，請勾選『Facebook 粉絲專頁』。本例請勾選『Facebook 用戶』，也就是應用

程式不能加入公開設定檔。 

 

圖 6.5 Compliments 應用程式的驗證標籤頁 

驗證回呼網址 

當用戶授權或移除你的應用程式時，這些網址會通知你。要注意的是，這些不能是

指向 Facebook 伺服器的網址。呼叫這些網址的時候，Facebook 會傳送若干參數給

這些網址，讓應用程式能得宜的處理應用程式的授權及移除。還有一點要注意，雖

然會有 HTTP 要求送往這些網址，但只是 ping，並不會將瀏覽器重新導向它們。因

此你不能為了回應這些通知而執行輸出任何內容給用戶的程式碼，因為結果不會送

給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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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用戶授權應用程式時，Facebook 會 ping『Post-Authorize Callback URL』（授權

後回呼網址），驗證之後會將用戶的瀏覽器重新導向到應用程式預設的畫布頁。當

新用戶授權應用程式時，如果應用程式在資料庫建立其用戶的記錄，或者需要執行

特別的流程，這個 URL 就相當有用。如果需要的話，開發人員可以將 GET 參數加

入這個網址，甚至可以達到更多的自訂的效果。但要注意網址全長不能超過 100 的

字 元 。 當 這 個 網 址 被 通 知 時 ， Facebook 會 傳 送 數 值 為 1 的 POST 變 數

fb_sig_authorized。 

而用戶移除應用程式之後會呼叫『Post-Remove Callback URL』（移除後回呼網

址），ping 了這個 URLL，Facebook 會傳送 POST 變數 fb_sig_uninstall（數值為

1）。如同之前的 URL，如果需要的話，這個網址也可以加入 GET 參數，但同樣也

有 100 個字元的網址長度限制。 

對本例來說，請將這兩個 URL 設為你應用程式在 Web 伺服器的根目錄。圖 6.5 所

輸入的 http://someurl.com/compliments 只是舉例。不將自訂的 GET 參數加入這些網

址，我們的 Compliments 範例將考慮以 Facebook POST 變數來處理通知。 

個人檔案標籤頁 

『個人檔案』標籤頁包含了應用程式個人的檔案標籤頁和設定方塊的設定，這些設

定會將第 8 章討論。本例只需保留設定的預設值。 

畫布標籤頁 

『畫布』標籤頁的重點是應用程式的畫布頁，包括回呼位置以及使用 IFrame 還是

FBML 呈現內容。 

必要的網址 

我們將會提及的兩個最重要的設定，是『畫布頁面網址』和『Canvas Callback 
URL』（畫布回呼網址）。它們位居 Facebook Web 應用程式架構非常重要的位

置，透過它們，即使整個應用程式歷經數部伺服器，Facebook 也能提供連貫流暢的

應用程式用戶體驗。 

第 3 章討論過畫布頁面網址，它的長度至少必須是 7、且不能超過 20 個字元，再者

也只能由字母、底線、橫線組成。如圖 6.6 所示的是你所指定的畫布頁面網址已經

有人先行使用的錯誤訊息。再者，作者撰寫之際，Facebook 有個尚未解決的程式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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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會要求畫布頁面網址均需為小寫。本例要選擇對你有意義且可用的畫布頁面網

址，我們建議至少使用能描述你應用程式的 URL，但這或許並不容易。很顯然的，

你已經不能選擇 compliments 了，因此請多試幾次，找到適當又可用的 URL。 

 

圖 6.6 指定的畫布頁面網址已經有人先行使用的錯誤訊息 

Canvas Callback URL 指向應用程式程式碼在你 Web 伺服器的實體位置。這個網址

不能超過 100 個字元。本例使用與前述『Post-Authorize Callback URL』相同的網

址，也就是你應用程式在 Web 伺服器的根目錄。 
 

警告  

請確定 Canvas Callback URL 結尾已經加了反斜線！如果忘了，會導致檔案

找不到的錯誤。假設應用程式的根目錄是 http://example.com/compliments，
而因為 Facebook 會在此網址結尾加入檔案資源，如果未在結尾加上反斜

線，結果會變成 http://example.com/complimentsindex.php；加上反斜線才會

是正確的 http://example.com/compliments/index.php。 

 

圖 6.7 畫布標籤頁必要的網址 

非必要的網址 

『Post-Authorize Redirect URL』（授權後重導網址）將剛授權應用程式的用戶重新

導向到自訂的起始頁面。如果你的應用程式需要某些初始設定或需要用戶輸入資

料，這項功能就相當有用。請注意，根據用戶授權應用程式的情況，Facebook 只會

在某些情況重新導向到這個網址，稍後的《應用程式授權》將再討論。本例請讓這

個網址保持空白，因為預設值也是畫布頁面網址。 
 

重點 

Facebook 並非有意不提供移除後重導網址，只是為了避免用戶決定移除之

後，應用程式還試圖以任何方式吸引用戶。這對用戶有利，但你在開發程式

就得留意。 



 

91 

Chapter 6    程式建立的基礎 

 

圖 6.8 用在 Facebook 應用程式功能表的書籤網址 

 

圖 6.9 用在非應用程式用戶的關於頁面的書籤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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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用在應用程式用戶的關於頁面的書籤網址 

畫布設定 

『畫布設定』的第 1 項是『呈現方法』，它讓你選擇畫布頁是要以 FBML 還是以

IFrame 呈現。第 7 章會詳述這個議題，現在請設為 FBML。 

如果選擇 IFrame 作為呈現方法，『IFrame 大小』能讓你決定畫布頁 IFrame 的起始

大小。『智慧型大小』會讓 IFrame 完全佔滿整個畫布頁的空間，但呈現之後，如

果 IFrame 內容有所更動，也無法重新調整大小。如果 IFrame 內容有變，這對應用

程式開發人員會是嚴格的限制，而若內容超過一開始所提供的空間，就會將捲軸加

入 IFrame。第 2 個選項『Resizable』，能讓你依照需要調整 IFrame 的大小。它同

時也需要靜態 HTML 頁面讓位於 Facebook 的畫布頁和跟著若干 JavaScript 的

IFrame 相互溝通，以實作出重新調整大小的邏輯。本例要使用『智慧型大小』。 

『畫布寬度』用在要與舊版 Facebook 個人檔案搭配的畫布頁，因為我們要建立新的

應用程式，因此並不適用。只要保持預設值（Full width (760px)）即可。 

『快速翻譯』是打算讓畫布頁的載入速度比平常更快的功能，若開啟，Facebook 使

用 AJAX 來快速載入你的應用程式畫布頁，而不必重新載入圍繞著畫布頁的整個

Facebook 框架，尤其 FBML 應用程式能省去更多時間。此時為了先讓事情單純，

先保留預設的關閉。但你大可嘗試這個選項對你應用程式畫布頁載入時間的行為和

影響。 

聯外通標籤頁 

『聯外通』標籤頁包含 Facebook 聯外通選項。因為第 13 章將說明這個主題，因此

本例只要保持頁面預設值即可。 



 

93 

Chapter 6    程式建立的基礎 

Widgets 標籤頁 

『Widgets』標籤頁用來設定稱為『留言方塊』的 Facebook 小裝置，它可以放置在任

何網站或 IFrame 應用程式，除了允許網友在 Facebook 之外的內容留言，也能將這

些留言發佈到串流。這些留言能以程式化的方式存取，而且方塊本身能以自訂的

CSS 顯示。這些與目前的討論無關，請保留所有預設值。 

進階標籤頁 

『進階』標籤頁允許開發人員處理安全性、開啟沙盒模式等等。 

進階設定 

這裡有『沙盒模式』的選項，確保只有『基本資料』標籤頁所選取的開發人員能看

到並安裝應用程式。如果應用程式推出，就會關閉這個選項，但在一開始讓此選項

保持在開啟則是明智的選擇。 

行動整合 

『行動整合』的選項能讓應用程式支援 SMS 簡訊的發送與接收（如第 3 章所述）。

如果使用 Facebook Connect for iPhone Library，也可以應用程式連結 iPhone 應用程

式 ID。 

附件 

這裡的選項讓應用程式能夠提供 Facebook 私人訊息附件。例如 Compliments 應用

程式能以若干方式，讓已經授權應用程式的用戶將「棒」附到他送出的任何訊息。

如果在『附件文字』欄位輸入文字 Attach a Compliment，它會出現在如圖 6.11『附

檔』的最右側（滑鼠游標所指即是）。 

為了得到提供上傳附件的用戶介面實際頁面，Facebook 利用了『附件回呼網址』欄

位的值；如果用戶點選如圖 6.11 裡的 Attach a Compliment 連結，會被重導到這個

網址，這個網址應該要有網頁讓用戶上傳附件。舉例來說，如果 Compliments 應用

程式要讓用戶附上相片，它可以提供相片上傳頁面的網址。本例保持這些欄位空白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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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顯示應用程式的附件文字 

安全性 

這裡提供兩個選項，首先是『伺服器安全清單』，允許開發人員指定 Facebook 能

用來與應用程式通訊的特定 IP 位址。此選項顯然只對 Facebook Web 應用程式有

效。從任何 IP 位址要求而未列於此的應用程式會自動遭到阻擋，這是從結果導致秘

密金鑰遭竊的偽裝攻擊保護應用程式的快招，但它也意味不可能以 localhost 測試應

用程式。 

另一個選項『Session Secret Whitelist Exception』只與使用『伺服器安全清單』且

應用程式是 IFrame 架構或使用 Facebook 聯外通的外部應用程式有關。它允許應用

程式迴避安全清單的限制，因此能呼叫 JavaScript 客戶端函式庫。本例請讓選項維

持停用。 

合法性 

販售或出租影片的應用程式才與這裡的設定有關，這類的應用程式必須遵守美國影

片隱私保護法案（Video Privacy Protection Act）的聯邦條例。本例僅保持預設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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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應用程式骨架 
現在我們要開始編寫 Compliments 的程式碼，就從僅以應用程式授權和移除的處

理，而實作 Facebook 整合的 PHP 簡單骨架開始。我們將詳述每個部分。 

使用『開發人員』應用程式需要 API 金鑰、秘密金鑰、Canvas Callback URL（畫布

回呼網址），我們要建立能將這些設定到常數值的檔案，就可以在應用程式的所有

檔案引入這些常數值來使用。建立名為 globals.inc 的檔案，並儲存在應用程式根目

錄之下的子目錄 inc。這個檔案的內容如程式 6.1，但你要以前述自己的值換掉其中

的名稱、金鑰、回呼網址的值。 

程式 6.1 globals.inc：PHP 設定全域常數 

 

此檔內含 Compliments 開發過程所需的所有常數和全域數值，首先是引入 Facebook 
PHP 函式庫的 Web 應用程式碼（位於 facebook.php）來參照 Facebook 函式庫，這

可讓我們從自己應用程式已引入 globals.inc 的任何頁面，存取所有需與 Facebook
通訊的型別。接著我們定義一組應用程式碼經常使用的常數。請注意，我們使用

Facebook PHP 客戶端函式庫的 Facebook::get_facebook_url( )方法，來確保能取得

由 PHP 客戶端函式庫定義的 Facebook 網址，而非將網址寫在程式裡。 
 

重點 

為了方便說明並簡化程式碼架構，我們將 globals.inc 存放在 Web 伺服器文

件根目錄的子目錄；但為了安全考量，實際運作的 Web 伺服器不應該這麼

做。請確定你對此及其他不想被瀏覽器看到的所有檔案，皆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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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開啟之前在你應用程式根目錄建立的 index.php，並貼入如程式 6.2 的內容。 

程式 6.2 index.inc：基本骨架應用程式 

 

index.php 是我們的第 1 個應用程式畫布頁，儘管簡單，程式碼還是完成了許多完整

的工作，包括建立 Facebook 物件的實體、處理應用程式授權和移除，並且將內容

描繪到用戶和非用戶的應用程式。 

首先我們引入程式 6.1 的 globals.inc 檔，這讓我們存取 API 金鑰和秘密金鑰。這些

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是 Facebook class 建構式的必要參數。建立這個類別的實體，

能讓我們的應用程式藉由 Facebook PHP 客戶端函式庫呼叫 API，也很慶幸這個函

式庫處理了這項存取的所有必要的應用程式驗證程式碼。 

下一個區塊的程式碼處理了 Facebook 傳送到 Post-Authorize Callback URL（授權後

回呼網址）的 ping 動作（這個網址是從『開發人員』應用程式的驗證標籤頁所設

定）。目前這個區塊並無實際動作，但如程式碼註解所建議，我們可以在這裡起始

或設定不需描繪任何內容到瀏覽器的新用戶（請記住只是 ping，並非重導）。舉例

來說，我們可以在資料庫建立新的用戶帳號，儲存這位用戶安裝應用程式的時間，

或者執行任何用戶指定且不需要看得見結果的應用程式設定。我們使用 Facebook
類別的 fb_params 集合來檢查 fb_sig_authorize POST 變數是不是已經送到頁面，當

Facebook ping 你的 Post-Authorize Callback URL，就會送出此變數。我們會在應用

程式授權繼續討論這個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