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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名稱 

基於商家資訊之待使用的付款憑證的推薦

RECOMMENDATION OF PAYMENT CREDENTIAL TO BE USED BASED ON MERCHANT 
INFORMATION
(57)摘要

本發明提供用於提供基於由一電子裝置接收之商業資訊之待由一商業交易中之該電子裝置使用  

的一付款憑證的一推薦的系統、方法及電腦可讀媒體。在一實例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尤其包括在包 

括一安全元件之一電子裝置處，該安全元件包括至少一個付款憑證：存取指示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 

的憑證可用性資料；存取與一商家子系統相關聯之商家內容資料，其中該商家內容資料指示相對於 

一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對一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一偏好；及基於該所存取之憑證可用性資料及該 

所存取之商家內容資料呈現付款推薦資料。本發明亦提供額外實施例。

Systems, methods, and eomputer-readable media for providing a recommendation of a payment 
credential to be used by an electronic device in a commercial transaction based on merchant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electronic device are provided. In one example embodiment, a method, at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includes a secure element that includes at least one payment credential, includes, inter alia, 
accessing credential availability data indicative of the at least one payment credential, accessing merchant 
context data associated with a merchant subsystem, wherein the merchant context data is indicative of a 
preference for a first type of payment credential over a second type of payment credential, and presenting 
payment recommendation data based on the accessed credential availability data and the accessed merchant 
context data. Additional embodiments are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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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代表圖：

TW 1613602 B

符號簡單說明：

1・・ •系統

5・・ •基於無接觸接

近性之通信

15・・ •通信路徑

25・・ •通信路徑

35・・ •通信路徑

45・・ •通信路徑

55・・ •通信路徑

65・・ •通信路徑

75・・ •通信路徑

85・・ •通信路徑

93・・ •通信路徑

95・・ •通信路徑

100・ • ·裝置/電子

裝置

170・ •·定位子系統

200・ •·商家子系統

300・ ••獲取銀行子

系統

350・ •·金融機構子

系統

360・ •·付款網路子

系統

370・ •·發卡銀行子

系統

400・ •·商業實體子

系統

670・ •·基於線上之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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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名稱】

基於商家資訊之待使用的付款憑證的推薦

RECOMMENDATION OF PAYMENT CREDENTIAL TO BE USED

BASED ON MERCHANT INFORMATION

【中文】

本發明提供用於提供基於由一電子裝置接收之商業資訊之待由 

一商業交易中之該電子裝置使用的一付款憑證的一推薦的系統、方法 

及電腦可讀媒體。在一實例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尤其包括在包括一安 

全元件之一電子裝置處，該安全元件包括至少一個付款憑證：存取指 

示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的憑證可用性資料；存取與一商家子系統相關 

聯之商家內容資料-其中該商家內容資料指示相對於一第二類型之付 

款憑證對一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一偏好；及基於該所存取之憑證可 

用性資料及該所存取之商家內容資料呈現付款推薦資料。本發明亦提 

供額外實施例。

Ci92492PA.doc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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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Systems, methods, and computer-readable media for providing a recommendation of a 
payment credential to be used by an electronic device in a commercial transaction based on 
merchant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electronic device are provided. In one example 
embodiment, a method, at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includes a secure element that includes at 
least one payment credential, includes, inter alia, accessing credential availability data indicative 
of the at least one payment credential, accessing merchant context data associated with a 
merchant subsystem, wherein the merchant context data is indicative of a preference for a first 
type of payment credential over a second type of payment credential, and presenting payment 
recommendation data based on the accessed credential availability data and the accessed 
merchant context data. Additional embodiments are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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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1）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 系統

5 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

15 通信路徑

25 通信路徑

35 通信路徑

45 通信路徑

55 通信路徑

65 通信路徑

75 通信路徑

85 通信路徑

93 通信路徑

95 通信路徑

100 裝置/電子裝置

170 定位子系統

200 商家子系統

300 獲取銀行子系統

350 金融機構子系統

360 付款網路子系統

370 發卡銀行子系統

400 商業實體子系統

670 基於線上之通信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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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

基於商家資訊之待使用的付款憑證的推薦

RECOMMENDATION OF PAYMENT CREDENTIAL TO BE USED

BASED ON MERCHANT INFORMATION

相關申請案的交叉參考

本申請案主張2014年9月30日申請之先前申請的美國臨時專利申 

請案第62/058,098號之權益，該申請案特此以全文引用之方式併入本 

文中。

【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提供基於由電子裝置接收之商業資訊之待由商業 

交易中之電子裝置使用的付款憑證的推薦。

【先前技術】

攜帶型電子裝置（例如，蜂巢式電話）可具備近場通信（「NFC」） 

組件以用於實現與另一實體之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時常，此等 

通信與金融交易或其他安全資料交易相關聯，該等交易需要電子裝置 

存取付款或商業憑證（諸如，信用卡憑證）且與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 

信中的其他實體共用付款或商業憑證。然而，自用於交易的各種商業 

憑證中選擇常常為低效的。

【發明內容】

此文件描述用於提供基於由電子裝置接收之商業資訊之待由商 

業交易中之電子裝置使用的付款憑證的推薦的系統、方法及電腦可讀 

媒體。

作為一實例，一種方法可包括：在包括安全元件（其包括至少一 

C192492PBX20170811C.doc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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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付款憑證）之電子裝置處：存取指示至少一個付款憑證的憑證可用 

性資料；存取與商家子系統相關聯之商家內容資料'其中該商家內容 

資料指示相對於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對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偏好； 

及基於所存取的憑證可用性資料及所存取的商家內容資料呈現付款推 

薦資料。

作為另一實例，電子裝置可包括：經組態以自商家子系統接收 

商家內容資料之通信組件，經組態以儲存至少一個付款憑證之憑證資 

料且產生指示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之每一付款憑證的憑證可用性資料 

的安全元件'經組態以基於來自通信組件之商家內容資料及來自安全 

元件之憑證可用性資料產生付款推薦資料的應用程式處理器，以及經 

組態以將付款推薦資料呈現至電子裝置之使用者之輸出組件，其中付 

款推薦資料包括描述使用特定付款憑證之益處的資訊。

作為另一實例，非暫時性電腦可讀媒體可包括記錄於其上之用 

於執行以下操作的電腦可讀指令以：在電子裝置處存取指示至少一個 

付款憑證之憑證可用性資料；在電子裝置處存取與商家子系統相關聯 

之商家內容資料，其中商家內容資料指示相對於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 

對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偏好；及在電子裝置處基於所存取的憑證可 

用性資料及所存取的商家內容資料呈現付款推薦資料。

提供此發明內容僅概述一些實例實施例，以便提供對此文件中 

描述的標的物之一些態樣之基本理解。因此'應瞭解'此發明內容中 

所描述之特徵僅為實例且不應解釋為以任何方式使本文中所描述的標 

的物之範疇或精神變窄。除非另有說明，一實例之內容中所描述之特 

徵可與一或多個其他實例之內容中所描述之特徵合併或一起使用。本 

文中所描述之標的物之其他特徵、態樣及優勢將自以下【實施方 

式】、【圖式簡單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變得顯而易見。

【圖式簡單說明】

C192492PBX20170811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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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論述參考以下圖式，其中相同參考字元貫穿全文可指相同 

部分'且其中：

圖1為用於推薦電子裝置之付款憑證的說明性系統之示意圖；

圖1A為圖1之系統之另一更詳細示意圖；

圖2為圖1及圖1A之系統之電子裝置的更詳細示意圖；

圖3為圖1至圖2之電子裝置之另一更詳細示意圖；

圖4為圖1至圖3之電子裝置之前視圖；

圖4A至圖4C為繪示用於推薦付款憑證之處理程序的圖1至圖4之 

電子裝置之圖形使用者介面的畫面之前視圖；及

圖5至圖8為用於推薦付款憑證之說明性處理程序之流程圖。

【實施方式】

圖1及圖1A展示系統1，其中可將一或多個憑證自結合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之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佈建至電子裝置100上，且其中此等 

憑證可由電子裝置100用於進行與商家子系統200、定位子系統170及 

相關聯之獲取銀行子系統300之金融交易。圖2至圖4展示關於系統1之 

電子裝置100之特定實施例的其他細節，圖4A至圖4C展示可表示金融 

交易期間電子裝置100之圖形使用者介面的實例畫面190a至190c，而 

圖5至圖8為用於推薦待用於金融交易之付款憑證的說明性處理程序之 

流程圖。

圖1之描述

圖1為說明性系統1之示意圖，該說明性系統可允許待由商業交 

易（例如，NFC或線上付款）中之電子裝置使用的付款憑證的推薦。舉 

例而言，如圖1中所展示，系統1可包括終端使用者電子裝置100以及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以用於在電子裝置100上安 

全地佈建一或多個憑證。此外，如圖1中所展示，系統1亦可包括用於 

C192492PBX20170811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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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基於位置的付款資訊提供至電子裝置100之定位子系統170，以及用 

於自電子裝置100接收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5 （例如，近場通信）及 

/或基於線上之通信670 （例如，應用程式嵌入式網路電信）以用於基於 

電子裝置100之使用者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之間的此等所佈建的憑 

證實現付款的商家子系統200。系統1亦可包括獲取銀行子系統300 > 

該獲取銀行子系統可利用此等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5及/或此等基 

於線上之通信670以便完成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金融交易。

系統1可包括：用於實現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通信的 

通信路徑15、用於實現商家子系統200與獲取銀行子系統300之間的通 

信的通信路徑25、用於實現獲取銀行子系統300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 

之間的通信的通信路徑35、用於實現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付款網路 

子系統360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發卡銀行子系統370之間的通信的 

通信路徑45、用於實現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間 

的通信的通信路徑55、用於實現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電子裝置100之 

間的通信的通信路徑65、用於實現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與電子裝置100 

之間的通信的通信路徑75、用於實現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商家子系 

統200之間的通信的通信路徑85、用於實現商家子系統200與定位子系 

統170之間的通信的通信路徑93以及用於實現定位子系統170與電子裝 

置100之間的通信的通信路徑95。路徑15、25、35、45、55、65、 

75、85、93及95中之一或多者可至少部分由一或多個受信任服務管理 

器（「TSM」）管理。操作以建立通信網路之任何合適的電路、裝置、 

系統或此等之組合（例如，無線通信基礎設施，其包括一或多個通信 

塔、電信伺服器或類似者）可用以提供路徑15、25、35、45、55、 

65、75、85、93及95中之一或多者，該等路徑可能能夠使用任何合適 

的有線或無線通信協定提供通信。舉例而言 ' 路徑15、25、35、45、 

55、65、75、85、93及95中之一或多者可支援Wi-Fi （例如，802.11協 

C192492PBX20170811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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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ZigBee （例如，802.15.4協定）、WiDi™、乙太網路、 

Bluetooth™、BLE、高頻系統（例如，900 MHz、2.4 GHz及5.6 GHz通 

信系統）、紅夕卜線、TCP/IP、SCTP、DHCP、HTTP、BitTorrent™、 

FTP、RTP、RTSP、RTCP、RAOP、RDTP、UDP、SSH、WDS橋接、 

可由無線及蜂巢式電話及個人電子郵件裝置使用之任何通信協定（例 

如，GSM、GSM加 EDGE、CDMA、OFDMA、HSPA、多波段等）、可 

由低功率無線個人區域網路（「6L0WPAN」）模組使用之任何通信協 

定、任何其他通信協定或其任何組合。

圖1A之描述

現參看圖1A，圖1A展示以上關於圖1描述的系統1之更詳細視 

圖。如圖1A中所展示，舉例而言，電子裝置100可包括處理器102、 

通信組件106及/或近場通信（「NFC」）組件120。NFC組件120可包括 

安全元件，該安全元件可經組態以提供防不當使用平台（例如，作為 

單或多晶片安全微控制器），該防不當使用平台可能能夠根據可由一 

組良好識別之受信任授權機構（例如，金融機構子系統之授權機構及/ 

或行業標準，諸如，GlobalPlatform）闡明之規則及安全性需求安全地 

代管應用程式及其機密及密碼編譯資料（例如，憑證小程式及相關聯 

之憑證密鑰 ' 諸如 ' 憑證密鑰155a，及存取密鑰155a '及/或主安全性 

網域（「ISD」）密鑰156k，如圖1A中所展示）。如以下更詳細地描述， 

NFC組件120之憑證小程式可經組態以提供足夠細節用於識別基金帳 

戶或其他金融工具或信用源，其中此憑證小程式可由電子裝置100在 

與商家子系統200之一或多個通信中用於促進金融交易。NFC組件120 

可經組態以藉由商家子系統200 （例如 > 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終端 

機220，其中商家終端機220可位於電子裝置100之使用者可使用儲存 

於電子裝置100上之憑證經由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5進行與位置最 

接近之商家終端機220的金融交易之傳統實體商店或任何實體位置處） 

C192492PBX20170811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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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此等憑證資訊作為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5 （例如，近場通 

信）。替代地或另外，通信組件106可經提供以允許裝置100使用任何 

合適的有線或無線協定（例如 ' 經由通信路徑15、65及/或75中之一或 

多者）藉由一或多個其他電子裝置或伺服器或子系統（例如，系統1之 

一或多個子系統或其他組件）傳達任何合適的資料（例如 ' 憑證資訊）。 

電子裝置100之處理器102可包括可操作以控制電子裝置100之一或多 

個組件之操作及效能的任何處理電路。舉例而言，處理器102可經組 

態以在裝置100上執行一或多個應用程式（例如，裝置應用程式103或 

線上資源或商家應用程式113），該應用程式可至少部分規定包括NFC 

組件120之憑證資訊的基於線上之通信670可在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 

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伺服器210之間傳達（例如，以經由網際網路 

或可由通信路徑15提供之任何其他合適的網路進行與商家子系統200 

之遠端商家伺服器的金融交易）的方式。

圖1A之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伺服器210可包括任何合適的組件 

或子系統，該組件或子系統經組態以經由裝置100與伺服器210之間的 

通信路徑15自電子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接收基於線上之通信670。 

此基於線上之通信670可經組態以經由由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支援 

的任何合適的通信協定（例如' Wi-Fi、Bluetooth™、蜂巢式、有線網 

路協定等）將來自裝置100之NFC組件120之安全元件的商業憑證資料 

（例如，來自憑證補充安全性網域（「SSD」）之啟用小程式的信用卡憑 

證資訊，如以下更詳細地描述）傳達至伺服器210。諸如，當裝置100 

之使用者正與商家伺服器210通信以經由在裝置100上執行之可由商家 

伺服器210管理的第三方應用程式113或經由在裝置100上執行之可指 

向統一資源定位符「URL」的網際網路應用程式或網頁瀏覽器（例 

如，Apple Inc.之Safari™）（其目標或網路資源可由商家伺服器210管 

理）進行金融交易時，基於線上之通信670可提供於任何合適的線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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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內。因此，應注意，在商家伺服器210與電子裝置100之間的基於線 

上之通信670可以無線方式及/或經由有線路徑（例如，經由網際網路） 

發生。商家伺服器210可由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提供（例如，作為網 

頁伺服器以代管網站資料及/或管理第三方應用程式資料）。雖未展 

示，但商家子系統200亦可包括：商家處理器組件，其可與電子裝置 

100之處理器組件102相同或類似；商家通信組件，其可與電子裝置 

100之通信組件106相同或類似；商家I/O介面，其可與電子裝置100之 

I/O介面114相同或類似；商家匯流排，其可與電子裝置100之匯流排 

118相同或類似；商家記憶體組件，其可與電子裝置100之記憶體組件 

104相同或類似；及/或商家電力供應器組件，其可與電子裝置100之 

電力供應器組件108相同或類似。

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可包括付款網路子系統360 （例如，付款卡關 

聯或信用卡關聯）及/或發卡銀行子系統370。舉例而言，發卡銀行子 

系統370可為可藉由特定憑證針對消費者償還其可招致之債務的能力 

承擔主要債務的金融機構。NFC組件120之每一特定憑證小程式可與 

可電子連結至特定使用者之一或多個帳戶之特定付款卡相關聯。各種 

類型之付款卡係合適的，包括信用卡、借記卡、充值卡、儲值卡、特 

惠卡、禮品卡及類似者。特定付款卡之商業憑證可由發卡銀行子系統 

370佈建於電子裝置100上（例如，作為NFC組件120的憑證補充安全性 

網域之憑證，如下所描述）以用於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業憑證資料通 

信（例如，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5及/或基於線上之通信670）中。每 

一憑證可為可由付款網路子系統360銘刻的特定種類之付款卡。付款 

網路子系統360可為各種發卡銀行370及/或可處理特定種類之付款卡 

（例如，商業憑證）之使用的各種發卡銀行之網路。

為使金融交易發生於系統1內，至少一個商業憑證必須安全地佈 

建於電子裝置100之NFC組件120之安全元件上。舉例而言，此商業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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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可直接自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至少部分地佈建於電子裝置100之NFC 

組件120之安全元件上（例如，作為憑證資料654，經由金融機構子系 

統350與裝置100之間的通信路徑75，可經由通信組件106將此憑證資 

料傳遞至NFC組件120）。另外或替代地，此商業憑證可經由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自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至少部分地佈建於電子裝置100之 

NFC組件120之安全元件上（例如，作為憑證資料654，經由金融機構 

子系統350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間的通信路徑55，可經由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之伺服器410與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之間的通信路徑65將 

此商業憑證作為憑證資料654傳遞至裝置100，接著可將該商業憑證自 

通信組件106傳遞至NFC組件120）。經由路徑75及/或經由路徑65之憑 

證資料654可作為NFC組件120之憑證補充安全性網域之至少一部分或 

全部佈建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且可包括憑證小程式及/或憑證密 

鑰（諸如 ' 憑證密鑰155a'）。如圖1A中所展示 > 舉例而言 ' 金融機構子 

系統350亦可能已存取憑證密鑰155a，（例如 > 用於解密由裝置100使用 

憑證密鑰155a，加密之資料）。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可負責管理憑證密鑰 

155a'，該管理可包括此密鑰之產生、交換、儲存、使用及替換。金 

融機構子系統350可將其憑證密鑰155a，之版本儲存於金融機構子系統 

350之安全元件中。

可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作為電子裝置100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 

之間的中間物來提供，其中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經組態以當憑證正 

佈建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時及/或當此佈建之憑證正用作裝置100 

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商業憑證資料通信之部分（例如，用作基於線 

上之通信670之部分）時，提供新安全層及/或提供更順暢之使用者體 

驗。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由特定商業實體提供，該特定商業實體可 

經由具有彼商業實體之使用者特定帳戶的使用者特定登入資訊（例 

如，經由使用者特定識別與密碼組合）將各種服務提供至裝置100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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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僅作為一實例 '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由加利福尼亞庫珀蒂諾 

之Apple公司提供，Apple公司亦可為將各種服務提供至裝置100之使 

用者的提供商（例如，用於出售/出租待由裝置100播放之媒體的 

iTunes™商店、用於出售/出租供在裝置100上使用之應用程式的Apple 

App Store™、用於儲存來自裝置100之資料的Apple iCloud™服務、用 

於線上購買各種Apple產品之Apple線上商店等），且Apple公司亦可為 

裝置100自身（例如 ' 當裝置100為iPod™ ' iPad™ ' iPhone™或類似者 

時）及/或裝置100之作業系統（例如，裝置應用程式103）之提供商、製 

造商及/或開發商。可提供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商業實體（例如， 

Apple公司）可不同於且獨立於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任何金融實體。 

舉例而言 ' 可提供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商業實體可不同於且獨立於 

任何付款網路子系統360或可提供並管理任何信用卡或待佈建於使用 

者裝置100上之其他商業憑證之發卡銀行子系統370。另外或替代地， 

可提供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商業實體（例如，Apple公司）可不同於且 

獨立於商家子系統200之任何商家。舉例而言，可提供商業實體子系 

統400之商業實體可不同於且獨立於可提供用於NFC通信之商家終端 

機、第三方應用程式113及/或商家子系統200之任何其他態樣之商家 

子系統200的任何商家。此商業實體可充分利用其組態或控制裝置100 

之各種組件（例如，當彼商業實體至少部分生產或管理裝置100時的裝 

置100之軟體及/或硬體組件）的潛在能力，以便為裝置100之使用者在 

其想要在使用者裝置100上佈建由金融機構子系統350提供之憑證時及 

/或在此佈建之憑證正用作與商家子系統200的商業憑證資料通信之部 

分（例如，用作通信5或通信670之部分）時提供更順暢之使用者體驗。

舉例而言，在一些實施例中，裝置100可經組態以順暢地且對裝置100 

之使用者透明地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通信（例如，經由通信路徑65） 

以用於共用或接收可實現較高安全等級（例如，在裝置100與商家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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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200之間的基於線上之商業憑證資料通信期間）之某些資料。儘管未 

展示，但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亦可包括：處理器組件，其可與電子裝 

置100之處理器組件102相同或類似；通信組件，其可與電子裝置100 

之通信組件106相同或類似；I/O介面，其可與電子裝置100之I/O介面 

相同或類似；匯流排，其可與電子裝置100之匯流排118相同或類似； 

記憶體組件，其可與電子裝置100之記憶體組件104相同或類似；及/ 

或電力供應器組件，其可與電子裝置100之電力供應器組件108相同或 

類似，以上各者中之一者、一些或所有者可至少部分地由（例如）伺服 

器410提供。

除了至少一商業憑證佈建於電子裝置100之NFC組件120之安全元 

件上（例如，作為具有憑證密鑰155M的憑證SSD之一部分）之外，具有 

存取密鑰155b之至少一存取SSD亦可佈建於裝置100之NFC組件120之 

安全元件上以便更安全地使裝置100能夠進行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金融 

交易。舉例而言 ' 存取SSD可至少部分直接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佈 

建於電子裝置100之NFC組件120之安全元件上（例如，作為存取資料 

652，經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伺服器410與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 

之間的通信路徑65，接著可將該存取SSD自通信組件106傳遞至NFC 

組件120）。經由路徑65之存取資料652可作為存取SSD之至少一部分 

或全部佈建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且可包括存取小程式及/或存取 

密鑰155b。如圖1A中所示，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亦可能已存取存取密 

鑰155b （例如 > 用於解密由裝置100使用存取密鑰155b加密之資料）。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負責管理存取密鑰155b，該管理可包括此密鑰 

之產生、交換、儲存、使用及替換。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將其存取 

密鑰155b之版本儲存於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安全元件中。具有存取 

密鑰155b的NFC組件120之存取SSD可經組態以判定裝置100之使用者 

之意圖及本端鑑認（例如，經由裝置100之一或多個輸入組件110，諸 

C192492PBX20170811C.docx ・10・

104132275 表單編號AO2O2 1063254021-0



1613602 106年08月11日 修正

如生物測定輸入組件）且，回應於此判定，可經組態以啟用另一特定 

SSD以用於進行付款交易（例如，藉由NFC組件120之憑證SSD之憑 

證）。藉由將此存取SSD儲存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內，可增加其可靠 

地判定使用者對於金融交易之意圖及金融交易之鑑認的能力。此外， 

如以下更詳細地描述，可充分利用NFC組件120之此存取SSD之存取 

密鑰155b來將增加之加密提供至可傳達至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之外的 

金融交易資料。另外或替代地 ' 如下所述 ' 存取資料652可包括用於 

電子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之主安全性網域（「ISD」）的ISD密鑰156k， 

該ISD密鑰亦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維護，且除了存取密鑰155b之外 

或作為對存取密鑰155b之替代 > 亦可使用ISD密鑰156k，如下所述。

如所提到，除了至少一憑證SSD及至少一存取SSD正佈建於電子 

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之外，至少一第三方應用程式（例如，應用程式 

113）可由裝置100存取以便實現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商業 

憑證資料通信（例如，通信5或基於線上之通信670）。首先，在應用程 

式113可由裝置100存取前，此應用程式113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批 

准或另外啟用。舉例而言 '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應用程式商店420 

（例如> Apple App Store™）可經由通信路徑85自商家子系統200接收表 

示應用程式113之至少某一日期。此外，在一些實施例中，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可產生或以其他方式指派用於應用程式113之商家密鑰 

157 >且將此商家密鑰157提供至商家子系統200 （例如 > 經由路徑 

85） ο替代地，商家子系統200可產生或以其他方式指派用於應用程式 

113之商家密鑰157且將此商家密鑰157提供至商業實體子系統400 （例 

如，經由路徑85）。商家子系統200或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負責管理 

商家密鑰157，管理可包括此密鑰之產生、交換、儲存、使用及替 

換。無論怎樣或在何處產生及管理此商家密鑰157 >商家子系統200及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兩者可儲存商家密鑰157之版本（例如 > 於商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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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200及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各別安全元件中）。在一些實施例 

中，此商家密鑰157可具體地與商家應用程式113相關聯，而在其他實 

施例中 ' 商家密鑰157可具體地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相關聯，使得 

商家密鑰157可與由商家子系統200之同一商家操作的多個第三方應用 

程式相關聯。可提供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存取之表430或任何其他合 

適資料結構或資訊源以用於使特定商家密鑰157與特定商家應用程式 

113或商家實體相關聯。表430可使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能夠判定且利 

用適當商家密鑰157以用於將安全層提供至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 

之間的商業憑證資料通信（例如，基於線上之通信670）（例如，當裝置 

100之使用者正與商家伺服器210通信以經由與彼商家密鑰157相關聯 

之第三方應用程式113進行金融交易時），如以下更詳細地描述。裝置 

100可經組態以存取應用程式113 （例如，經由通信路徑65自應用程式 

商店420存取）且執行應用程式113（例如，藉由處理器102）。替代地或 

另外，不同於商家之第三方應用程式（例如，應用程式113），或除了 

商家之第三方應用程式之外，商家密鑰157可與商家之網站（例如＞ 一 

或多個URL）相關聯。舉例而言，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可與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起工作以使特定商家網站與表430內之特定商家密鑰157 

相關聯，此可使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能夠判定且利用適當商家密鑰157 

以用於將安全層提供至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商業憑證資料 

通信（例如，基於線上之通信670）（例如，當裝置100之使用者正與商 

家伺服器210通信以經由在裝置100上執行之網際網路應用程式或網頁 

瀏覽器進行金融交易時，該網際網路應用程式或網頁瀏覽器可指向 

URL且其目標或網頁資源可與彼商家密鑰157相關聯），如以下更詳細 

地描述。裝置100可經組態以使用裝置100上之網際網路應用程式經由 

通信路徑15（例如）自商家伺服器210存取此URL。

圖2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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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參看圖2，圖2展示以上關於圖1及圖1A描述的系統1之電子裝 

置100之更詳細視圖。如圖2中所示，舉例而言，電子裝置100可包括 

處理器102、記憶體104、通信組件106、電力供應器108、輸入組件 

110、輸出組件112、天線116及近場通信（「NFC」）組件120。電子裝 

置100亦可包括匯流排118 ＞該匯流排可提供一或多個有線或無線通信 

鏈路或路徑以用於將資料及/或電力傳送至裝置100之各種其他組件、 

自裝置100之各種其他組件傳送資料及/或電力或在裝置100之各種其 

他組件之間傳送資料及/或電力。電子裝置100亦可具備外殼101 ＞該 

外殼101可至少部分圍封裝置100的組件中之一或多者以用於保護免受 

碎片及在裝置100外部之其他降低品質的外力之影響。在一些實施例 

中，電子裝置100之一或多個組件可加以組合或被省略。此外，電子 

裝置100可包括圖2中未組合或未包括之其他組件。舉例而言，電子裝 

置100可包括任何其他合適組件或圖2中展示的組件之若干例項。為簡 

單起見。圖2中展示該等組件中之僅每一者。可提供一或多個輸入組 

件110以准許使用者與裝置100互動或介接，及/或可提供一或多個輸 

出組件112以向裝置100之使用者呈現資訊（例如，圖形、音頻及/或觸 

覺資訊）。應注意 ' 一或多個輸入組件及一或多個輸出組件有時可在 

本文中共同地被稱作輸入/輸出（「I/O」）組件或I/O介面114 （例如 ＞ 輸 

入組件110及輸出組件112共同地被稱作I/O組件或I/O介面114）。舉例 

而言 ' 輸入組件110及輸出組件112有時可為單一I/O組件114 （諸如， 

觸控式螢幕），其可經由使用者對顯示螢幕之觸摸來接收輸入資訊且 

亦可經由彼同一顯示螢幕向使用者提供視覺資訊。電子裝置100之處 

理器102可包括可操作以控制電子裝置100之一或多個組件的操作及效 

能之任一處理電路。舉例而言，處理器102可自輸入組件110接收輸入 

信號及/或經由輸出組件112驅動輸出信號。如圖2中所展示，處理器 

102可用以執行一或多個應用程式，諸如，應用程式103及/或應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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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3。作為一實例，應用程式103可為作業系統應用程式，而應用程 

式113可為第三方應用程式（例如 > 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相關聯的 

應用程式）。

NFC組件120可為任何合適的基於接近性之通信機構，該機構可 

實現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終端機220 （例如 > 商家付 

款終端機）之間的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交易或通信5。NFC組件120可 

包括用於實現電子裝置100與商家終端機220之間的基於無接觸接近性 

之通信5之任何合適模組。舉例而言，如圖2中所展示，NFC組件120 

可包括NFC裝置模組130、NFC控制器模組140及/或NFC記憶體模組 

150。NFC裝置模組130可包括NFC資料模組132、NFC天線134及NFC 

增強器136。NFC資料模組132可經組態以含有、路由或以其他方式提 

供任何合適資料，該資料可由NFC組件120傳輸至商家終端機作為基 

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或NFC通信的一部分。另外或替代地，NFC資 

料模組132可經組態以含有、路由或或以其他方式接收任何合適資 

料，該資料可由NFC組件120自商家終端機接收作為基於無接觸接近 

性之通信之部分。NFC控制器模組140可包括至少一個NFC處理器模 

組142。NFC處理器模組142可與NFC裝置模組130 —起操作以啟用、 

啟動、允許及/或以其他方式控制NFC組件120以用於傳達電子裝置 

100與商家終端機之間的NFC通信。NFC控制器模組140可包括至少一 

個處理器模組142，該處理器模組可用以執行一或多個應用程式，諸 

如，可幫助規定NFC組件120之功能的NFC低功率模式或電子錢包應 

用程式143。NFC記憶體模組150可與NFC裝置模組130及/或NFC控制 

器模組140—起操作以允許在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 

NFC通信。NFC記憶體模組150可防不當使用且可提供安全元件145之 

至少一部分（例如，參見圖3）。舉例而言，此安全元件可經組態以提 

供防不當使用平台（例如，作為單或多晶片安全微控制器），該防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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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平台可能能夠根據可由一組良好識別之受信任授權機構（例如， 

金融機構子系統之授權機構及/或行業標準 ' 諸如' GlobalPlatform）闡 

明之規則及安全性需求安全地代管應用程式及其機密及密碼編譯資料 

（例如 ' 小程式153及密鑰155）。

如圖2中所展示，舉例而言，NFC記憶體模組150可包括主安全性 

網域（「ISD」）152及補充安全性網域（「SSD」）154中之一或多者（例 

如，服務提供商安全性網域（「SPSD」）、受信任服務管理器安全性網 

域（「TSMSD」）等），該等安全性網域可由NFC規範標準（例如， 

GlobalPlatform）定義及管理。舉例而言，ISD 152可為NFC記憶體模組 

150之一部分，在該記憶體模組中，受信任服務管理器（「TSM」）或 

發卡金融機構（例如，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可儲存密鑰及/或其他合適 

資訊以用於在電子裝置100上（經由通信組件106）產生或者佈建一或多 

個憑證（例如 ' 與各種信用卡、銀行卡、禮品卡、存取卡（access 

card） '交通卡（transit pass）等相關聯之憑證）以用於憑證內容管理及/ 

或安全性網域管理。憑證可包括可指派至使用者/消費者且可安全地 

儲存於電子裝置100上之憑證資料，諸如，信用卡付款號碼。NFC記 

憶體模組150可包括至少兩個SSD 154 （例如，至少第一SSD 154a及第 

二SSD 154b）。舉例而言，第一SSD 154a （例如，憑證SSD 154a）可與 

可向電子裝置100提供特定特殊權限或付款權利之特定憑證（例如，由 

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佈建之特定信用卡憑證或特定公共交通卡憑證）相 

關聯，而第二SSD 154b （例如，存取SSD 154b）可與可控制裝置100對 

另一 SSD （例如，第一 SSD 154a）之特定憑證的存取的商業實體（例 

如 '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商業實體，其可為用於裝置100之控制實 

體）相關聯以（例如）向電子裝置100提供特定特殊權限或付款權利。替 

代地，第一SSD 154a及第二SSD 154b中之每一者可與可向電子裝置 

100提供特定特殊權限或付款權利之各別特定憑證（例如，由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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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統350佈建之特定信用卡憑證或特定公共交通卡憑證）相關聯。每 

一 SSD 154可包括至少一個小程式153及/或可與至少一個小程式153相 

關聯（例如 ' 具有小程式153a的SSD 154a及具有小程式153b的SSD 

154b）。舉例而言，SSD 154之小程式153可為可在NFC組件120之安全 

元件上執行（例如 ' 在GlobalPlatform環境中）的應用程式。每一小程式 

153亦可包括其自身密鑰155中之至少一者及/或與其自身密鑰155中之 

至少一者相關聯（例如 ' 具有至少一密鑰155a之小程式153a及具有至 

少一密鑰155b之小程式153b）。

SSD 154之密鑰155可為可判定密碼編譯演算法或編密之功能輸 

出的一段資訊。舉例而言 ' 在加密中 ' 密鑰可指定在解密期間純文字 

至密文之具體變換或或反之亦然。密鑰亦可用於其他密碼編譯演算法 

（諸如，數位簽章方案及訊息鑑認碼）中。每一密鑰及小程式可由TSM 

或授權之代理載入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或當首先提供於裝置100 

上時預載入於安全元件上。作為一實例 ' 雖然憑證SSD 154a可與特定 

信用卡憑證相關聯，但彼特定憑證可僅當彼憑證SSD 154a之小程式 

153a已經啟用或以其他方式啟動或解鎖用於金融交易時作為商業憑證 

資料通信而自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例如，自NFC組件120）傳達至商家 

子系統200 （例如，作為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5傳達至商家終端機 

220及/或作為基於線上之通信670傳達至商家伺服器210）以供此使 

用。

可提供安全性特徵用於實現當將機密付款資訊（諸如，憑證之信 

用卡資訊或銀行帳戶資訊）自電子裝置100傳輸至商家子系統200時可 

特別有用的NFC組件120之使用。此等安全性特徵亦可包括可具有受 

限制之存取的安全儲存區域。舉例而言，可能需要提供經由個人識別 

號（「PIN」）鍵入或經由與生物測定感測器之使用者互動的使用者鑑 

認以存取安全儲存區域。作為一實例，存取SSD 154b可充分利用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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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53b判定此鑑認是否已發生在允許其他SSD 154 （例如，憑證SSD 

154a）用於傳達其憑證資訊之前。在某些實施例中，安全性特徵中之 

一些或全部可儲存於NFC記憶體模組150內。另外，用於藉由商家子 

系統200傳達商業憑證資料的諸如鑑認密鑰之安全性資訊可儲存於 

NFC記憶體模組150內。在某些實施例中，NFC記憶體模組150可包括 

嵌入於電子裝置100內之微控制器。作為僅一個實例，存取SSD 154b 

之小程式153b可經組態以判定裝置100之使用者的意圖及本端鑑認（例 

如，經由一或多個輸入組件110，諸如，生物識別輸入組件），且回應 

於此判定，可經組態以啟用另一特定SSD以用於進行付款交易（例 

如 ' 藉由憑證SSD 154a之憑證）。

圖3之描述

現參考圖3，圖3展示以上關於圖1至圖2描述的系統1之電子裝置 

100之一部分的另一詳細視圖。如圖3中所展示，舉例而言，NFC組件 

120之安全元件145可包括：SSD 154a ＞其可包括小程式153a或與小程 

式153a相關聯，小程式153a可包括存取密鑰155a及/或憑證密鑰 

155a':及SSD 154b，其可包括小程式153b或與小程式153b相關聯， 

小程式153b可包括存取密鑰155b及/或憑證密鑰155W。在一些實施例 

中，特定補充安全性網域（「SSD」）154 （例如，SSD 154a及154b中之 

一者）可與特定TSM及可向電子裝置100提供特定特權或付款權利之至 

少一特定商業憑證（例如，特定信用卡憑證或特定公共交通卡憑證）相 

關聯。每一 SSD 154可具有其自身的管理器密鑰155 （例如，密鑰 

155ak及155bk中之各別者），可能需要啟動管理器密鑰155以啟用用於 

由NFC裝置模組130使用的彼SSD 154之功能。另外或替代地，每一 

SSD 154可包括其自身憑證應用程式或與特定商業憑證相關聯的憑證 

小程式（例如' Java卡小程式例項）（例如' SSD 154a之憑證小程式153a 

可與第一商業憑證相關聯，且SSD 154b之憑證小程式153b可與第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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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憑證相關聯）中之至少一者及/或與該至少一者相關聯，其中憑證小 

程式可具有其自身的存取密鑰（例如 ' 用於憑證小程式153a之存取密 

鑰155a及用於憑證小程式153b之存取密鑰155b）及/或其自身的憑證密 

鑰（例如，用於憑證小程式153a之憑證密鑰155M及用於憑證小程式 

153b之憑證密鑰155b），且其中可能需要啟動憑證小程式以啟用用於 

由NFC裝置模組130用作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NFC通 

信5及/或用作基於線上之通信670的其相關聯之商業憑證。在一些實 

施例中，憑證小程式之憑證密鑰（例如，用於憑證小程式153a之憑證 

密鑰155a，及用於憑證小程式153b之憑證密鑰155W）可由可負責此憑證 

之金融機構子系統350產生，且可由彼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存取（例 

如，如圖1A中所展示）以用於實現彼憑證小程式在安全元件145與金融 

機構子系統350之間的安全傳輸。另外或替代地，憑證小程式之存取 

密鑰（例如，用於憑證小程式153a之存取密鑰155a及用於憑證小程式 

153b之存取密鑰155b）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產生及可由商業實體子 

系統400存取（例如，如圖1A中所展示）以用於實現彼憑證小程式在安 

全元件145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間的安全傳輸。

另外或替代地 ' 如圖3中所展示 ' 安全元件145可包括ISD 152 > 

其可包括對與彼安全性網域相關聯之受信任服務管理器亦可為已知之 

ISD密鑰156k （例如，如圖1A中所展示的商業實體子系統400）。ISD密 

鑰156k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電子裝置100類似於及/或替代存取 

密鑰155a及/或存取密鑰155b來充分利用以用於實現商業實體子系統 

400與電子裝置100之安全元件145之間的安全傳輸。此外，如圖3中所 

展示且如以下更詳細地描述，可在處理器102與安全元件145之間傳達 

各種資料。舉例而言，裝置100之處理器102可經組態以執行裝置應用 

程式103，該裝置應用程式可藉由處理器102之商家應用程式113以及 

安全元件145、I/O組件114a （例如，用於接收I/O輸入資料115i及/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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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輸I/O輸出資料115ο之I/O組件）及/或通信組件106來傳達資訊。

另外或替代地 ' 如圖3中所展示 ' 安全元件145可包括控制授權 

機構安全性網域（「CASD」）158，其可為可經組態以充當第三方元件 

上信任根之專用安全性網域。CASD 158之相關聯的應用程式可經組 

態以將元件上機密密鑰產生作為全性網域服務提供至其他應用程式及 

/或提供至特定管理層（例如' GlobalPlatform管理層）。可於CASD 158 

內使用之機密密鑰材料可經組態以使得其不能藉由包括安全元件145 

之發佈者的任何實體測試或修改。CASD 158可經組態以包括及/或可 

經組態以產生及/或以其他方式包括CASD存取套組158k （例如，CASD 

私用密鑰（「CASD-SK」）、CASD公用密鑰（「CASD-PK」）、CASD憑 

證（「CASD-憑證」）及/或CASD簽章模組）。舉例而言，CASD 158可 

經組態以在將此類資料提供至裝置100之另一部分（例如，用於與系統 

1之其他子系統共用之通信組件106）之前在安全元件145上對某些資料 

簽章（例如，使用CASD存取套組158k） ο作為一實例，CASD 158可經 

組態以對由安全元件145提供之任何資料簽章，使得其他子系統（例 

如，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能能夠確認此經簽章之資料係由安全元件 

145簽章（例如，使用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處的相關聯之CASD套組 

158k）。

另外或替代地 ' 如圖3中所展示 ' 安全元件145可包括非接觸式 

註冊服務（「CRS」）小程式或應用程式151，該小程式或應用程式可經 

組態以提供局部功能性至電子裝置100以用於修改某些安全性網域元 

件之生命週期狀態（例如，啟動、不啟動、鎖定等）及與裝置100之使 

用者共用有關處於某種生命週期狀態的某些安全性網域元件之某一輸 

出資訊115ο （例如 > 經由使用者I/O介面114a）。另外或替代地，CRS 

151可包括CRS存取密鑰151k，該CRS存取密鑰亦可對與CRS 151相關 

聯之受信任服務管理器（例如，如圖1A中所展示之商業實體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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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為已知。CRS存取密鑰151k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電子裝置 

100充分利用（類似於及/或替代存取密鑰155a及/或存取密鑰155b）以用 

於實現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電子裝置100之安全元件145之間的安全 

傳輸。

圖4之描述

如圖4中所展示，且如以下更詳細地描述，電子裝置100之具體 

實例可為手持型電子裝置（諸如' iPhone™） '其中外殼101可允許存取 

各種輸入組件110a至110i、各種輸出組件112a至112c及各種I/O組件 

114a至114d，經由該等組件，裝置100與使用者及/或周圍環境可相互 

介接。舉例而言，觸控式螢幕I/O組件114a可包括顯示輸出組件112a 

及相關聯之觸摸輸入組件110f >其中顯示輸出組件112a可用以顯示視 

覺或圖形使用者介面（「GUI」）180，此可允許使用者與電子裝置100 

互動。GUI 180可包括可在顯示輸出組件112a之區域中之全部或一些 

中顯示的各種層、視窗、畫面、模板、元件、功能表及/或當前執行 

之應用程式（例如，應用程式103及/或應用程式113及/或應用程式143） 

的其他組件。舉例而言，如圖4中所展示，GUI 180可經組態以顯示具 

有GUI 180之一或多個圖形元件或圖示182的第一畫面190。在選擇特 

定圖示182時，裝置100可經組態以打開與彼圖示182相關聯之新應用 

程式，且顯示GUI 180之與彼應用程式相關聯的對應畫面。舉例而 

言 ' 當選擇標記有「商家應用程式」文字指示符181 （亦即 ' 特定圖 

示183）之特定圖示182時，裝置100可啟動或以其他方式存取特定第三 

方商家應用程式（例如，應用程式113）且可顯示特定使用者介面之畫 

面 ' 該使用者介面可包括用於以特定方式與裝置100互動之一或多個 

工具或特徵。作為另一實例 ' 當選擇標記有「Passbook」文字指示符 

181 （（亦即 ' 特定圖示185）之特定圖示182時 > 裝置100可啟動或以其 

他方式存取特定裝置應用程式（例如，如用於管理安全元件145上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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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憑證的「電子錢包」或「Passbook」應用程式103）且可顯示特定使 

用者介面之畫面，該使用者介面可包括用於以特定方式與裝置100互 

動之一或多個工具或特徵。舉例而言，圖4A至圖4C可展示GUI 180之 

此類顯示器在使用商家應用程式（例如，應用程式113）及/或passbook 

應用程式（例如，應用程式103）期間之具體實例，該應用程式可被裝 

置100之使用者用於經由通信5及/或通信670藉由NFC組件120之憑證 

（例如，憑證SSD 154a之憑證）進行付款。對於每一應用程式，畫面可 

顯示於顯示輸出組件112a±，且可包括各種使用者介面元件。另外或 

替代地，對於每一應用程式，可經由裝置100之各種其他輸出組件112 

將各種其他類型之非視覺資訊提供至使用者。

圖4A至圖4C、圖5及圖6之描述

為促進以下關於用於推薦付款憑證之系統1之操作的論述，參考 

圖5及圖6之一或多個流程圖之一或多個處理程序、圖1至圖4之示意圖 

的系統1之各種組件及可在此付款期間表示電子裝置100之圖形使用者 

介面的畫面190至190c之正面視圖（例如 > 如圖4至圖4C中所展示）。所 

描述之操作可藉由廣泛多種圖形元件及視覺方案達成。因此，圖4至 

圖4C之實施例並不意欲限於本文中所採用的精確使用者介面慣例。 

相反地，實施例可包括廣泛多種使用者介面樣式。

圖5為用於推薦付款憑證的說明性處理程序500之流程圖。處理 

程序500展示為正由電子裝置100、定位子系統170、商家子系統200、 

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實 

施。然而，應理解，處理程序500可使用任何其他合適的組件或子系 

統來實施。處理程序500可提供藉由裝置100上之商家子系統200進行 

付款之順暢使用者體驗。處理程序500可開始於步驟502處，其中商家 

子系統200可與電子裝置100共用商家內容資料（例如 > 直接或經由定 

位子系統170）。舉例而言，此類商家內容資料可包括用於識別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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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的購買交易之一或多個特定特徵之任何合適的資料。舉例而言， 

自商家子系統200直接（例如 > 經由路徑15或經由雙向路徑 > 亦可沿該 

雙向路徑傳達資料5）及/或經由定位子系統170 （例如，經由路徑93及 

95）傳達至裝置100之商家內容資料可包括：商家識別符，其可識別發 

送資料的具體商家；交易識別符，其可識別待提供資金的具體購買交 

易；特定於此交易之一或多段資訊（例如，購買價格、正在購買的產 

品/服務之描述、送貨資訊等）；在此交易期間待使用的幣種之識別 ； 

金融機構清單，該等金融機構之付款憑證可被商家子系統200接受或 

受商家子系統200偏好或以其他方式由商家子系統200推薦（例如 > 無 

論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待提供資金之特定交易是否至 

少部分為當前已知）；及/或可由商家子系統200針對特定交易及/或針 

對特定時間段及/或針對特定類型之使用者電子裝置或使用者/購買者 

特別自訂的可自訂資訊之一或多個欄位（例如，描述為何一付款憑證 

可優於另一者而被推薦或受偏好之資訊、購買者可要求之額外資訊， 

諸如對選擇商家給購買者的贈品之若干選項中之一者的請求等）。在 

一些實施例中，此類資料之至少一部分可由定位子系統170傳輸以供 

在定位子系統170之某一距離（例如> 15呎）內的任何裝置100接收 > 以 

使得任何裝置100可接收某些內容資料，該裝置因其當前位置接近商 

家子系統200而可能當前正進行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金融交易或可定位 

於可能適合於促成將來與商家子系統200的潛在金融交易之一區域 ， 

該內容資料可至少部分組態對裝置100的推薦（例如，對針對與商家子 

系統200之任何合適的金融交易使用裝置100可獲得的優於另一者之一 

特定付款憑證的一或多個推薦）。在一些實施例中 ' 定位子系統170可 

充分利用地理防護或iBeacon™ （例如 ' 如由Apple公司所提供）或任何 

其他合適的基於地理或接近性或定位之技術，用於將商家內容資訊提 

供至具有與商家子系統200及/或定位子系統170的任何合適關係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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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合適裝置100 ο電子裝置100可包括一或多個感測器（例如，如任何 

合適輸入組件110、通信組件106、應用程式103/113及/或其他），該感 

測器可操作以使裝置100能夠為定位感知裝置（例如，其具有與定位子 

系統170合作之基於位置之服務或可操作以實現基於位置之服務或任 

何其他合適基於內容的服務之任何其他遠端子系統（s））。裝置100可操 

作以充分利用全球定位系統服務及/或使用任何其他合適機制以判定 

其當前位置且接著充分利用彼位置來偵測可與彼位置相關聯之任何適 

合之商家內容資料。當裝置100可能正接收本端Wi-Fi掃描結果（例 

如，商家之Wi-Fi路由器可操作以不僅包括其路由器名稱及用於使裝 

置100能夠連接特定Wi-Fi網路之其他合適資訊，而且亦可包括步驟 

502之任何合適商家內容資料，無論裝置100是否實際上連接彼網路） 

時，此類商家內容可包括於提供至裝置100的資訊中。

接下來 ' 在步驟504處，處理程序500可包括裝置100 ＞該裝置至 

少部分基於在502步驟處接收之任何商家內容資料將付款推薦資料呈 

現至裝置100之使用者。此類推薦資料可基於補充及/或覆寫裝置100 

之任何預先定義或預設付款優選資料（例如，如可由裝置100之使用者 

或應用程式已預先建立的）之所接收的商家內容資料之至少一部分。 

接著，在步驟506處，處理程序500可包括（例如，自裝置100之使用 

者）接收付款選擇資料的裝置100，其中此類付款選擇資料可至少部分 

基於在步驟504處提供之付款推薦資料。此類付款選擇資料可識別以 

及在一些實施例中，鑑認駐留於電子裝置100上（例如，在安全元件 

145上）之特定付款憑證，以用於對與商家子系統200的交易提供資 

金。

接下來，在步驟508處，處理程序500可包括電子裝置100與步驟 

506之經識別的付款憑證相關聯之付款卡資料傳達至商家子系統200。 

舉例而言，裝置100可以任何合適方式加密此付款卡資料且將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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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組件120傳輸至商家終端機220 （例如 > 如通信5）及/或經由通信路 

徑15 （例如，如通信670）自電子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傳輸至商家子 

系統200之伺服器210或經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傳輸至商家子系統200 

（例如，如下文所描述之通信671）。在步驟508處自電子裝置100傳達 

之付款卡資料已被商家子系統200接收後，處理程序500可包括在步驟 

510處商家子系統200利用彼付款卡資料藉由獲取銀行300及/或金融機 

構子系統350執行金融交易。舉例而言 ' 商家子系統200可將彼付款卡 

資料轉遞至獲取銀行300及/或金融機構子系統350 （例如，經由通信路 

徑25及/或通信路徑35），以使得與彼付款卡資料相關聯之基金帳戶可 

經識別且可由獲取銀行300及/或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使用以對金融交 

易提供資金。接下來，在已於步驟510處執行此交易後，處理程序500 

可包括在步驟512處商家子系統200對電子裝置100確認彼執行。舉例 

而言 ' 商家子系統200可經由通信路徑15將任何合適的確認資訊傳達 

至電子裝置100。

因此，處理程序500可充分利用步驟502之商家內容資料以建議 

或以其他方式操控裝置100可呈現付款推薦資料及/或實現裝置100之 

特定付款憑證的選擇之方式以用於對與商家子系統200的交易提供資 

金。此商家內容資料可由商家子系統200產生且可基於裝置100相對於 

商家子系統200之至少一部分的位置或距離直接提供至裝置100或經由 

任何其他合適的通信裝置（諸如經由可共用此商家內容資料之至少一 

部分的位置子系統170）提供至裝置100。

應理解，圖5之處理程序500中展示之步驟僅為說明性的，且可 

修改或省略現有步驟 ' 可新增額外步驟 ' 且可更改某些步驟之次序。

圖6為用於進行付款的例示性處理程序600之流程圖。處理程序 

600經展示為正由電子裝置100、定位子系統170、商家子系統200、獲 

取銀行子系統300、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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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應理解，處理程序600可使用任何其他合適的組件或子系統來 

實施。處理程序600可提供用於藉由裝置100上之商家子系統200進行 

付款之順暢使用者體驗。處理程序600可開始於步驟602，在步驟602 

處 ' 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存取資料652 （例如，圖1A之存取資料 

652）佈建於電子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舉例而言，可將至少一個存 

取SSD （例如，SSD 154b）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伺服器410佈建於裝 

置100之安全元件（例如，NFC組件120）上作為存取資料652，以便使裝 

置100能夠更安全地進行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金融交易。如所提到 ' 存 

取SSD 154b可直接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至少部分地佈建於電子裝置 

100之NFC組件120之安全元件上（例如，作為存取資料652，經由商業 

實體子系統400之伺服器410與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之間的通信路徑 

65，接著可將該存取SSD自通信組件106傳遞至NFC組件120 （例如， 

經由匯流排118））。經由路徑65之存取資料652可佈建於裝置100之安 

全元件上，作為存取SSD 154b之至少一部分或全部，且可包括存取小 

程式153b及/或存取密鑰155b。步驟602可在裝置100最初經組態時至 

少部分地進行（例如，在將裝置100對使用者出售前由商業實體子系統 

400進行）。替代地，可至少部分回應於裝置100之使用者最初設置 

NFC組件120來執行步驟602。另外或替代地，存取資料652可包括用 

於電子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之ISD 152的ISD密鑰156k，且除了存取密 

鑰155b之外或作為對存取密鑰155b之替代，存取資料652亦可用於實 

現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電子裝置100之間的安全傳輸。另外或替代 

地 ' 存取資料652可包括電子裝置100之安全元件145的CRS 151之CRS 

151k及/或CASD 158之CASD 158k，且除了存取密鑰155b及/或存取密 

鑰155a及/或ISD密鑰156k之外或作為對存取密鑰155b及/或存取密鑰 

155a及/或ISD密鑰156k之替代，存取資料652亦可用於實現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與電子裝置100之間的安全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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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驟604處 > 處理程序600可包括（在一些實施例中）由金融機構 

子系統350經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佈建憑證資料654 （例如，圖1A之 

憑證資料654）於電子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舉例而言，此類憑證資 

料654可直接自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至少部分地佈建於電子裝置100之 

NFC組件120的安全元件上（例如，經由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與裝置100 

之間的圖1A之通信路徑75，該憑證資料654可經由通信組件106傳遞 

至NFC組件120）。另外或替代地，此類憑證資料654可經由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自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至少部分地佈建於電子裝置100之 

NFC組件120的安全元件上（例如，經由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與商業實 

體子系統400之間的圖1A的通信路徑55，該資料可作為憑證資料654 

經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伺服器410與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之間的 

圖1A的通信路徑65傳遞至裝置100，該憑證資料654可接著自通信組 

件106 （例如，經由匯流排118）傳至NFC組件120）。經由路徑75及/或經 

由路徑65之憑證資料654可佈建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作為憑證SSD 

154a之至少部分或全部，且可包括憑證小程式153a及/或憑證密鑰 

155a'。步驟604可在裝置100之使用者選擇一特定憑證佈建於裝置100 

上時至少部分地執行。在一些實施例中，憑證資料654亦可包括存取 

密鑰155a >該存取密鑰最初可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提供至金融機構 

子系統350及/或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新增。

佈建於裝置100上之憑證資料可包括藉由彼憑證進行付款之所有 

必要資料，諸如，主要帳號（「PAN」）、卡安全碼（例如 > 卡驗證碼 

（「CVV」）、到期日期、與該憑證相關聯之姓名及類似者。可將「虛 

擬」憑證或虛擬PAN或裝置PAN （「D-PAN」）而非使用者之「實際」 

憑證或實際PAN或基金PAN （「F-PAN」）佈建於裝置100上。舉例而 

言，一旦判定待將憑證佈建於裝置100上，則可請求（例如，由金融機 

構子系統350、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或由裝置100之使用者）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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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憑證，將虛擬憑證連結至實際憑證，且將虛擬憑證替代實際憑證 

佈建於裝置100上。對虛擬憑證之此種建立及與實際憑證之連結可由 

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任何合適的組件執行。舉例而言，付款網路子 

系統360 （例如，可與實際憑證之種類相關聯的特定付款網路子系統 

360）可定義且儲存可建立實際憑證與虛擬憑證之間的關聯性之虛擬連 

結表312 （例如，如圖1A中所示），使得在虛擬憑證由裝置100用於與 

商家子系統200之金融交易的任何時候（例如 > 在佈建於裝置100上之 

後），付款網路子系統360可接收指示彼虛擬憑證之授權請求（例如， 

作為圖1A之資料674），且可依據與如由表312判定之虛擬憑證相關聯 

的實際憑證進行彼授權請求之分析。藉由在裝置100上佈建虛擬憑證 

而非實際憑證，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可經組態以限制詐騙活動，當虛 

擬憑證被未經授權的使用者攔截時可產生該詐騙活動，因為付款網路 

子系統360僅可經組態以在某些交易期間利用表312以用於將虛擬憑證 

連結至實際憑證。在步驟604之一或多個不同例項處，可在裝置100上 

佈建多個憑證，其中不同憑證可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不同付款網 

路子系統360及/或不同發卡銀行子系統370相關聯。

在步驟605處，裝置100可經組態以針對佈建於裝置100上之某些 

付款憑證（例如，在步驟604之一或多次反覆提供於安全元件145上之 

各種憑證）設置預設優先順序及/或使使用者能夠設定使用者偏好優先 

順序。此種優先順序可經組態以呈現特定憑證作為預設/偏好憑證以 

用於所有情況或用於不同的某些情況（例如，針對所有線上付款相對 

於Mastercard憑證排定American Express憑證的優先順序 ' 而針對本端 

NFC付款相對於American Express憑證排定的優先順序Mastercard憑 

證；或在每一行事曆月之前半月期間相對於Mastercard憑證排定 

American Express憑證的優先順序 ' 而在每一行事曆月之後半月期間 

相對於American Express憑證排定Mastercard憑證的優先順序；或當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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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100在第一位置處時針對付款相對於Mastercard憑證排定American 

Express憑證的優先順序，而當裝置100在第二位置處時相對於 

American Express憑證排定Mastercard憑證的優先順序）。任何合適的 

優先順序可在步驟605處使用任何合適的技術（例如，經由可提供至裝 

置100之使用者的任何合適的UI應用程式，諸如經由裝置100之 

Passbook或電子錢包）定義。

在步驟606處，處理程序600可包括與電子裝置100共用來自商家 

子系統200之商家內容資料656 （例如，直接或經由定位子系統170）。 

如上文關於處理程序500之步驟502所描述，以及以下更詳細描述，此 

商家內容資料656可包括用於識別商家子系統200及/或待提供資金之 

購買交易之一或多個特定特徵的任何合適的資料。舉例而言，商家內 

容資料656可自商家子系統200直接（例如 > 經由路徑15或經由雙向路 

徑，亦可沿該等路徑傳達資料5）及/或經由定位子系統170 （例如，經 

由路徑93及95）傳達至裝置100。商家內容資料656可包括任何合適的 

資訊，諸如：商家識別符，其可識別發送資料之特定商家：交易識別 

符，其可識別待提供資金之特定購買交易；特定於此類交易之一或多 

段資訊（例如，購買價格、正購買的產品/服務之描述、送貨資訊等）； 

在此類交易期間待使用的幣種之識別；金融機構清單，該等金融機構 

之付款憑證可被商家子系統200接受或受商家子系統200偏好或以其他 

方式由商家子系統200推薦（例如 > 無論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 

之間的待提供資金之特定交易是否為至少部分當前已知）；及/或可由 

商家子系統200針對特定交易及/或針對特定時間段及/或針對特定類型 

之使用者電子裝置或使用者/購買者特別自訂的可自訂資訊之一或多 

個欄位（例如，描述為何一付款憑證可優於另一者而被推薦或偏好， 

購買者可要求之額外資訊，諸如對選擇來自商家給購買者的贈品之若 

干選項中之一者的請求等）。在一些實施例中 ' 此類商家內容資料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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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至少一部分可由定位子系統170傳輸以供在定位子系統170之某一距 

離（例如 ' 圖1之距離D）（例如，15呎）內的任何裝置100接收 > 以使得 

任何裝置100可接收某些內容資料，該裝置因其當前位置接近商家子 

系統200而可能當前正進行與商家子系統200的金融交易或其將來可能 

進行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金融交易，該內容資料可至少部分組態對裝 

置100之推薦（例如，對針對與商家子系統200之任何合適的金融交易 

使用裝置100可獲得的優於另一者之特定付款憑證的一或多個推薦）。

在步驟607處，處理程序600可包括使商家之線上資源（諸如，商 

家應用程式113或商家網站）與商家密鑰157相關聯。舉例而言，商業 

實體子系統400可填表430以使商家密鑰157與商家之資源（例如，應用 

程式113或網站）相關聯以用於使用彼商家資源實現裝置100與商家子 

系統200之間的安全商業憑證資料通信（例如，圖1A的基於線上之通信 

670）。商家子系統200及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兩者可儲存此商家密鑰 

157之版本（例如，於商家子系統200及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各別安全 

元件中，如圖1A中所展示）。在一些實施例中，為了參與線上資源付 

款程式，可能需要商家註冊為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商業實體執行 

的程式之成員及/或獲得商家認證。商家可能不能夠在無認證之情況 

下接收付款資料。每一認證可含有可將該商家結合至彼商家之公用密 

鑰（例如 ' 公用商家密鑰157）的唯一商家識別符。商家可獲得多重認 

證，且因此可保持一個以上標識。此唯一商家識別符可由商家子系統 

200提供至裝置100 （例如 ' 在步驟610處，作為資料660之一部分及/或 

作為在裝置100上執行的線上資源（例如，商家應用程式113）之固有元 

素），且可在嘗試之交易期間將此商家識別符自裝置100提供至商業實 

體子系統400 （例如 ' 在以下描述之步驟614處，作為資料664之至少 

一部分）。

在步驟608處，處理程序600可包括由裝置100存取之商家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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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658 （例如，圖1A的商家之第三方應用程式113或網站）。如圖1A 

中所展示 ' 商家之第三方應用程式113可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 （例 

如，自應用程式商店420）載入至裝置100上。舉例而言，如圖4中所 

示，使用者可使用I/O組件114a之觸控式螢幕輸入組件110f而選擇GUI 

180之特定畫面190的「商家應用程式（Merchant App）j圖示183，且此 

選擇可由電子裝置100辨識為用於為使用者提供與商家之第三方應用 

程式113互動之能力的起始事件。替代地或另外，可由電子裝置100直 

接自商家子系統200存取此線上資源658。回應於商家應用程式圖示 

183之此選擇，GUI 180可提供互動畫面，其中電子裝置100可使使用 

者能夠與應用程式113互動以為了購買而詳細查看來自商家之市售物 

品。替代地，步驟608可包括裝置100使用裝置100之網際網路應用程 

式自商家子系統200存取商家之線上資源658作為商家之網頁（例如> 

經由商家伺服器210），亦可由圖4之GUI 180之特定畫面190的「網際 

網路」圖示182選擇該商家之網頁以用於為使用者提供與商家之網頁 

而不是與商家之第三方應用程式互動的能力。

接下來，在步驟610處，裝置100可自商家的存取之線上資源接 

收潛在交易資料660。舉例而言，如圖1A中所展示，當裝置100與商 

家之第三方應用程式113或商家之網站或商家之任何其他合適的線上 

資源（例如，資源658）互動時，潛在交易資料660可自商家子系統200 

（例如，自商家伺服器210）提供至裝置100 ο替代地或另外，潛在交易 

資料660之至少一部分可經由裝置100本端之應用程式113由裝置100本 

端存取（例如，當應用程式113儲存於記憶體組件104中或由裝置100之 

處理器102執行時），而不是在610步驟處將資料自商家伺服器210主動 

地傳送至裝置100。舉例而言，當應用程式113最初儲存於裝置100上 

（例如 ' 在步驟608處作為商家之線上資源658）時 > 潛在交易資料660 

中之至少一些可由彼最初儲存之應用程式113產生，不存在由商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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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200提供至裝置100的任何額外資訊。潛在交易資料660可包括指 

示裝置100之使用者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之間的待提供資金之潛在 

購買交易之一或多個特定特徵的任何合適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商 

家識別符'其可識別發送資料之具體商家；正使用的具體商家資源 

（例如，正由裝置100存取之具體商家應用程式113或網站）之識別；交 

易識別符，其可識別待提供資金之具體購買交易；特定於彼交易之一 

或多段資訊（例如，購買價格、購買或租用或以其他方式付款的產品/ 

服務之描述、送貨資訊等）；在交易期間待使用的幣種之識別；金融 

機構清單，該等金融機構之付款憑證可被商家子系統200接受或受商 

家子系統200偏好或以其他方式由商家子系統200推薦；及/或可由商 

家子系統200針對特定交易特別自訂的可自訂資訊之一或多個欄位（例 

如，購買者可要求之額外資訊，諸如對選擇來自商家給購買者的贈品 

之若干選項中之一者的請求等）；及/或任何其他合適的資訊。在一些 

實施例中，此類交易資料660之至少一部分可包括類似於可共用（例 

如 ' 在步驟606處）之商家內容資料656之至少一部分的資料，該交易 

資料660可至少部分組態對裝置100之推薦（例如，對針對與商家子系 

統200的特定金融交易使用裝置100可獲得的優於另一者之一特定付款 

憑證之一或多個推薦）。替代地，可經由亦可操作以將資料5自裝置 

100傳達至商家子系統200之雙向通信路徑接收某些潛在交易資料。

商家內容資料656及/或潛在交易資料660可定義商家對裝置100產 

生產品及/或服務的購買之付款符記的請求且可囊封有關潛在交易之 

任何合適的資訊，包括（例如）：有關商家之付款處理能力、付款金額 

及幣種代碼的資訊。商家內容資料656及/或潛在交易資料660亦可包 

括一或多個金融機構之清單或付款憑證類型（例如，由一或多個付款 

網路（例如，付款網路子系統（S）360）及/或發卡銀行（例如，發卡銀行 

子系統（S）370）支援的憑證），該等付款憑證類型可由商家子系統20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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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以使得裝置100可經組態以判定此等所列一或多個付款憑證類型 

中之任一者是否在裝置100上具有經授權付款憑證。若此匹配存在， 

例如，如圖4A中所展示，則GUI 180可提供畫面190a，其中裝置應用 

程式（例如，電子錢包應用程式103及/或商家線上資源113）可使用商家 

內容資料656及/或潛在交易資料660以向使用者展示具有資訊191a之 

商家之名稱（例如，「商家A」）、具有資訊191b之產品之名稱（例如＞

「產品B」）、具有資訊191c之價格（例如，「價格C」）及/或具有資訊 

191d之初始送貨資料（例如，「地址D」）。可由商家子系統200提供至 

裝置100之商家內容資料656及/或潛在交易資料660可指示此類資訊 

191a、191b、191c及/或191d。此外，基於此類商家內容資料656及/或 

潛在交易資料660，裝置100可經組態以提供裝置100之GUI 180的畫面 

190a '該畫面亦可包括購買提示193 '該提示可根據資料656/660之細 

節詢問使用者其是否希望自商家進行購買。此外，如圖4A中所展 

示，畫面190a可提示使用者以一或多種方式與裝置100互動以選擇裝 

置100可獲得的特定憑證以便進行購買，例如，藉由包括憑證選擇提 

示195，其可使使用者能夠選擇可佈建於裝置100上的潛在多個憑證中 

之一者（例如，憑證SSD 154a之憑證）。提示195可僅包括與商家所支 

援之付款憑證相關聯之憑證（例如，如可由資料656/660判定，如上所 

述）。

如所展示，提示195可經組態以基於可由資料656/660提供自商家 

子系統200之建議較之其他憑證排定某些憑證的優先順序或推薦某些 

憑證。此等建議可經組態以覆寫可能已由裝置100或其使用者經組態 

之任何預設或偏好（例如，在步驟605處），以使得在步驟611之提示 

195 （例如，藉由畫面190a）下商家內容資料可將智慧型及/或基於內容 

的付款憑證推薦提供至裝置100之使用者。在步驟611處，裝置100可 

操作以分析任何接收之商家內容資料結合指示裝置100可獲得的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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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憑證之資料（例如 ' 在安全元件145上）及/或結合可在步驟605處或 

以其他方式已經組態之任何偏好，且基於此等分析，產生及呈現提示 

195 （例如，藉由畫面190a）。舉例而言，如所展示，第一憑證Y可提 

供於提示195之一或多個憑證之清單的頂部，且可藉由預設指示符 

「（D）」分界，該預設指示符可操作以指示憑證Y當前為待用於交易之 

預設憑證，如可由資料656/660及步驟611之處理指定。此外，憑證Y 

可與推理指示符「（R1）」相關聯，該推理指示符可提供使用憑證Y 

（例如，而不是裝置100可獲得的任何其他憑證）之一個或多個原因或 

激勵。此外，提示195可包括第二憑證X，其正好可提供在提示195之 

一或多個憑證的清單中之憑證Y的下方，且可與推理指示符「（R2）」 

相關聯，該推理指示符可提供使用憑證X之一個或多個原因或激勵。 

另外或替代地，提示195可包括第三憑證Z，其正好可提供在提示195 

之一或多個憑證的清單中之憑證X的下方，且可與推理指示符

「（R3）」相關聯，該推理指示符可提供使用憑證Z的一個或多個原因 

或激勵。

應瞭解，憑證清單及分界「D」可與預設清單相同或不同，預設 

清單可僅基於任何使用者/裝置偏好（例如，在步驟605處經定義）產生 

而不基於任何商家內容資料。舉例而言，預設清單（例如，基於步驟 

605之預設或偏好或以其他方式，但不基於任何商家內容資料）可經組 

態以藉由預設分界「D」在沒有任何商家內容資訊之情況下首先提供 

憑證X，接著提供憑證Y，接著提供憑證Z，但資料656/660之此類商 

家內容資訊若由裝置100之應用程式接收，則可經組態以覆寫此預設 

組態以使得可提供圖4A之畫面190a ο在一些實施例中，若裝置100可 

獲得的憑證並不能夠被接受以供商家子系統200使用（例如，如可由裝 

置100藉由處理商家內容資料來判定），則此種憑證仍可在步驟611處 

呈現（例如，藉由畫面190a），但彼憑證之呈現可使得其經傳遞至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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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選擇此憑證的裝置100之使用者（例如，若憑證Z為裝置100可獲得的 

但不能被商家子系統200接受，則推理指示符（R3）可指示並不能夠選 

擇憑證Z用於與商家子系統200之交易或憑證Z指示符可經灰化）。在其 

他實施例中，藉由裝置100在步驟611處可不呈現此種憑證。裝置100 

（例如，處理程序102）可操作以存取憑證可用性資料，諸如指示裝置 

100可獲得的一或多個憑證之任何合適的資訊（例如 ' 來自CRS應用程 

式151的生命週期狀態資訊），且可在步驟611處處理憑證可用性資料 

連同使用者偏好資料（例如 ' 在步驟605處基於使用者互動之資料）及/ 

或任何裝置設定資料（例如，當前韌體或應用程式設定及/或規則）以判 

定待呈現至使用者之恰當推薦資料及/或以判定自動充分利用之任何 

合適的憑證以供使用。在一些實施例中，在步驟611處產生之付款推 

薦資料可包括指示裝置100當前不可獲得的憑證之資訊。舉例而言， 

商家內容資料可推薦使用憑證Z，但此憑證Z當前不可佈建於裝置100 

上，因此裝置100可在步驟611處根據指示裝置100當前不可獲得的憑 

證Z處理此商家內容資料以便產生付款推薦資料，該付款推薦資料可 

包括用於使用者佈建此憑證Z於裝置100上之選項（例如，畫面190a之 

推理指示「R3」可包括將憑證Z用於特定交易之益處的描述且可替代 

地或另外包括以下事實之描述：憑證Z當前並不佈建於裝置100上，但 

在提示195下藉由選擇憑證Z使用者可啟動此佈建，且回應於憑證Z之 

此選擇，可開始佈建憑證Z至裝置100上）。

任何推理指示符（例如 ' 推理指示符「R2」及/或推理指示符 

「R1」及/或推理指示符「R3」）可包括任何合適的資訊 ' 該資訊可指 

示為何可推薦或可不推薦使用與彼指示符相關聯之憑證的一或多個原 

因（例如，推理指示符可為「推薦使用此憑證，因為其將提供給您5% 

現金返還，此係由於僅可用於接下來的20分鐘之商家特別優惠」）。舉 

例而言，此類推理可基於由裝置100可存取的商家內容資料提供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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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另外或替代地'此類推理可不僅基於商家內容資料而且可基於裝 

置100可存取的任何使用者偏好資料或其他資料（例如，憑證可用性資 

料）。舉例而言，推理指示可傳達「推薦使用此憑證 ' 因若使用此商 

家之憑證，其提供雙倍航空里程但若想要使用所推薦之憑證，您首先 

必須在裝置上佈建此卡」或「推薦使用此憑證，因若使用此商家之憑 

證，其提供雙倍航空里程，但您與此商家交易之最近的5次已使用另 

一憑證」。

雖然通常使用者可選擇用於付款（例如，基於步驟605之組態）之 

預設/偏好卡，但一些商家可以不接受某些付款卡或若某些付款方法 

可用且已使用，則其可提供折扣。處理程序600可使用地理柵欄 

（GeoFence）及/或iBeacon或任何其他合適的內容相關技術以對選項之 

付款裝置指示，且若使用者願意使用不同方法，則代表使用者自動切 

換。因此，智慧型付款選擇或推薦可充分利用位置提示或其他商家內 

容資訊。因帶有裝置100的使用者可進入商家之機構，商家內容資訊 

可由裝置100存取且可操作以使裝置100能夠自動選擇或向使用者呈現 

選項以用於選擇優於預設者之最優或可接受的付款方法。另外或替代 

地，可提供使用激勵之智慧型付款選擇。因帶有裝置100的使用者進 

入商家之機構，可提供商家內容資訊或提示以對裝置100指示激勵可 

用於使用優於預設者之某些付款方法。作為具體實例，裝置100之第 

一付款憑證（例如' American Express付款憑證（例如 ' 憑證X））可經組 

態為用於與裝置100之所有交易的預設憑證（例如，在步驟605處），但 

接著裝置100可進入地理柵欄（geo-fence）區域（例如，藉由裝置100正處 

於商家子系統200之定位子系統170之距離D內）以便接收商家內容資 

料656，其中商家子系統200可充分利用此類商家內容資料來指示若使 

用者使用為Mastercard憑證（例如，憑證Y）之付款憑證，商家提供5% 

折扣，因此此類商家內容資料可由裝置100處理以便產生適合之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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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資料，該付款推薦資料可提供至使用者（例如，在步驟611處）， 

其可相對於憑證X排定憑證Y的優先順序（例如，若裝置100經組態以 

允許此類商家內容資料覆寫任何裝置/使用者組態）。處理程序600可 

充分利用地理柵欄來在某些位置（例如 ' 在某些商家商店）中自動更新 

一張卡相對於另一者之優先順序。替代地，回應於判定特定商家之標 

識（例如 ' 經由資料656/660），裝置100可經組態以判定排定優先順序 

的憑證以相對於其他進行建議（例如，基於過去在彼商家或類似商家 

使用之特定卡（例如，經由充分利用試探法及/或使用者對於特定商家 

內容資訊之歷史））。每當其處於特定距離內時具有適合之定位子系統 

170的特定商家可提醒裝置100在彼時刻存在特定特價 > 其中使用特定 

憑證可提供某一激勵（例如，5%返現）。

回應於與商家子系統200具有特定實際關係之裝置100 >商家內 

容資料可提供至裝置100 （例如，當能夠自定位子系統170接收資料同 

時處於臨限距離D內時），此情況可有助於藉由商家子系統200之終端 

機5使用資料5誘導某些類型之付款。另外或替代地，回應於裝置100 

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應用程式的互動（例如 > 經由通信路徑15）， 

此類商家內容資料可提供至裝置100。此類商家內容資料可經由亦可 

沿其傳達資料5之雙向路徑及/或經由通信路徑15提供至裝置100 （例 

如，當裝置100可能正執行線上商家應用程式113時）。可基於任何合 

適的情境在任何合適的時間藉由商家子系統200定義及/或更新此類商 

家內容資料。舉例而言 ' 商家內容資料可基於當日時間而改變（例 

如> American Express憑證可受商家子系統200偏好或激勵以在自2:00 

卩］\1至5:00 PM使用 > 而Mastercard憑證可受商家子系統200偏好或激勵 

以在一天當中之所有其他時間使用）。商家內容資料可基於任何合適 

的資訊改變，該資訊諸如交易金額，商家子系統200已在一段時間內 

為一或多個特定金融機構處理了此交易金額（例如，一旦在給定時間 

C192492PBX20170811C.docx -36-

104132275 表單編號AO2O2 1063254021-0



1613602 106年08月11日 修正

範圍內由商家子系統200處理之超過50%之交易或一旦在給定時間範 

圍內由商家子系統200處理之超過500個的交易已經用於第一類型之憑 

證（例如' American Express信用卡），則可更新商家內容資料以在彼 

給定時間範圍之剩餘時間相對於彼第一類型之憑證推薦使用另一類型 

之憑證（例如' Mastercard信用卡））。在某些情況下某些憑證之先前使 

用及/或使用者選擇可由裝置100分析並處理（例如，在步驟611處）以便 

判定呈現什麼推薦資料。舉例而言，若最近五次裝置100位於定位子 

系統170之距離D內，儘管商家內容資料相對於憑證X推薦使用憑證Y 

（例如，如圖4A中所展示），裝置100之使用者選擇憑證X，則，儘管商 

家內容資料另有指示，裝置可操作以呈現憑證X相對於憑證Y作為預 

設或最推薦之憑證因為推薦資料之處理及產生（例如 ' 在步驟611處） 

可操作以相對於商家內容資料權衡先前使用者選擇資料。

商家內容資料656及/或潛在交易資料660可經由亦資料5可沿其傳 

達且可藉由NFC組件120接收之路徑及/或經由圖1A之通信路徑 

15/93/95自商家子系統200 （例如，經由終端機220及/或伺服器210及/ 

或定位子系統170）提供至裝置100，且可由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接 

收。通信組件106可將此商家內容資料656及/或潛在交易資料660傳遞 

至處理器102上（例如，用於在畫面190a上顯示為裝置100上之應用程 

式之使用者介面的一部分（例如，用於資訊191a至191d、193及/或 

195））及/或傳至NFC組件120。舉例而言，NFC組件120可利用此商家 

內容資料656及/或潛在交易資料660以便安全地實現裝置100與商家子 

系統200之間的金融交易 ' 如下文進一步描述。在一些實施例中 ' 商 

家內容資料656及/或潛在交易資料660被稱作付款請求資料及/或統一 

資源定位符（「URL」）或任何其他合適的參考字元字串及/或查詢字

°

此外，除呈現此類付款推薦資料（例如，作為提示195）以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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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料656/660，處理程序600之步驟611亦可包括由裝置100之使用者 

接收意圖及鑑認以利用特定憑證以便基於資料656/660執行特定商 

家、產品、價格以及送貨目的地之金融交易。圖4A之畫面190a可提 

示使用者以一或多種方式與裝置100互動以選擇裝置100可獲得的特定 

憑證以便進行購買（例如，經由在提示195之憑證清單中選擇憑證Y）。 

如圖4B中所展示，輸出顯示組件112a可經組態以回應於自圖4A之畫 

面190a之憑證選擇提示195接收到憑證之使用者選擇來提供畫面 

190b。圖4B之畫面190b可提示使用者以一或多種方式與裝置100互動 

以鑑認使用者及其意圖從而利用所選擇之憑證（亦即，畫面190b之憑 

證輸入項197之憑證Y）。此可包括提示使用者（例如，藉由鑑認提示 

198）經由個人識別號（「PIN」）輸入項或經由與生物測定感測器之使 

用者互動鍵入使用者鑑認，以便存取裝置100之安全元件，及因此， 

存取待用於購買之憑證。存取SSD 154b可充分利用小程式153b判定此 

鑑認是否已在允許其他SSD 154 （例如，憑證SSD 154a）用於啟用商業 

憑證資料通信中之其憑證資訊前發生。作為步驟611之僅一實例，存 

取SSD 154b之小程式153b可經組態以判定裝置100之使用者的意圖及 

本端鑑認（例如，經由一或多個輸入組件110，諸如，圖4之生物識別 

輸入組件110i '如可由經由GUI 180與應用程式113互動之使用者使 

用），且回應於此判定，可經組態以啟用用於進行付款交易（例如，藉 

由憑證SSD 154a之憑證，其可用於選定憑證Y）之另一特定SSD。在一 

些實施例中，在此判定後但在此啟用之前，輸出顯示組件112a可經組 

態以提供圖4C之畫面190c，該畫面190c可提示使用者（例如，藉由付 

款提示199）以一或多種方式與裝置100互動，以使用所選擇及經鑑認 

之憑證根據資料656/660最終對商家子系統200啟動付款。

接下來 ' 在步驟612至614處，處理程序600可包括裝置100產 

生、加密及傳輸商業實體憑證資料664，以供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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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旦在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的憑證SSD 154a之憑證已經選擇、 

經鑑認及/或經啟用以供在金融交易中使用（例如，在步驟611處），裝 

置100之安全元件（例如，NFC組件120之處理器模組142）可加密彼憑證 

資料以用於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使用。舉例而言，在步驟612處，憑 

證SSD 154a之安全元件（「SE」）憑證資料661 （例如，小程式資料 

153a）可用憑證密鑰155a，加密為經加密之SE憑證資料662，使得經加 

密之SE憑證資料662可僅由存取憑證密鑰155a，之實體（例如 > 金融機 

構子系統350）解密以用於存取SE憑證資料661。彼SE憑證資料661可 

包括藉由彼憑證進行付款之所有必要資料，諸如，主要帳號（例如， 

實際F-ΡΑΝ或虛擬D-PAN）、卡安全碼（例如，卡驗證碼（「CVV」））、 

到期日期、與該憑證相關聯之姓名及/或類似者。一旦在步驟612處憑 

證SSD 154a之彼SE憑證資料661的一些或全部已用憑證密鑰155a，加密 

為經加密之SE憑證資料662，彼經加密之SE憑證資料662可在步驟613 

處單獨抑或連同潛在交易資料660之至少第一部分（例如，可包括商家 

識別、價格識別及/或產品/服務識別之潛在交易資料660之第一部分） 

及/或任何其他合適的資訊（例如 ' 識別裝置100自身之任何資訊）一起 

由存取資訊（例如 ' 由SSD 154a之存取密鑰155a、由存取SSD 154b之 

存取密鑰155b、由ISD密鑰156k及/或CRS 151k及/或由CASD 158k簽 

章）加密為經加密之商業實體（「CE」）憑證資料663。舉例而言 ' 裝置 

100之安全元件145 （例如，NFC組件120之處理器模組142）可使用存取 

資訊以不僅加密來自資料660之商家的識別（例如，商家或其正用於購 

買之資源的識別，諸如應用程式113），而且加密來自資料660之購買 

量及/或幣種代碼的識別，以及SSD 154a之經加密之SE憑證資料661 

（例如 ' 經加密之SE憑證資料662）為經加密之商業實體憑證資料663。

接下來 ' 在步驟614處，經加密之商業實體憑證資料663連同任 

何額外資訊（諸如潛在交易資料660中之至少一些）（例如 > 商家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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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價格之識別及/或產品/服務之識別）及/或任何其他合適的資訊（例 

如 ' 呈未經加密形式之識別裝置100自身及/或商家之任何資訊）一起 

作為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可自裝置100傳輸至商業實體子系統400。 

因此，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之至少部分（例如，經加密之商業實體憑 

證資料663）可僅由存取用於加密之彼存取資訊（例如，存取密鑰 

155a、存取密鑰 155b、ISD密鑰 156k、CRS 151k及/或CASD 158k）的 

實體（例如 '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解密 > 該存取資訊產生商業實體交 

易資料664之經加密商業實體憑證資料663。此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 

可在步驟612至614處產生，且接著在步驟614處傳輸至商業實體子系 

統400 （例如 > 自NFC組件120之安全元件 > 經由通信組件106及通信路 

徑65）。步驟612、613及614可確保經產生且作為商業實體交易資料 

664之部分自裝置100之安全元件傳輸的任何憑證資料已首先按其不能 

由裝置100之另一部分解密的此方式加密。亦即，可用憑證密鑰155M 

將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之SE憑證資料661加密為經加密SE憑證資料 

662，該密鑰可不曝露於裝置100之在其安全元件外的任何部分或不可 

由該任何部分存取。此外 ' 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之此經加密SE憑證 

資料662可用存取密鑰（例如，存取密鑰155a、155b、156k、151k及/或 

158k （例如，在本文中被稱作「存取資訊」））加密為經加密商業實體 

憑證資料663，該密鑰可不曝露於裝置100之在其安全元件外的任何部 

分或不可由該任何部分存取。

接下來，在步驟616處，處理程序600可包括接收及解密商業實 

體交易資料664之至少一部分之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舉例而言，商業 

實體子系統400可接收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且可接著使用如可在商業 

實體子系統400獲得的存取資訊（例如 > 存取資訊155a、155b、156k、 

151k及/或158k）解密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之經加密商業實體憑證資 

料663。此可使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能夠判定商家之未經加密之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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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來自經解密之商業實體憑證資料663），同時還保持SE憑證資 

料661於經加密狀態中（例如，作為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因為商業 

實體子系統400可能不能夠存取憑證密鑰155a，，在步驟612處，此SE 

憑證資料661可能已由裝置100之安全元件用該憑證密鑰155M加密為 

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另外或替代地，商家可由額外資料識別，該 

額外資料可能已連同經加密之商業實體憑證資料663 —起包括於商業 

實體交易資料664中。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可包括識別裝置100或至 

少其安全元件之資訊，使得當資料664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接收時，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知曉在步驟616處使用哪一存取資訊（例如，存 

取資訊155a、155b、156k、151k及/或158k中之哪一者）。舉例而言'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能存取多個存取密鑰155a/155b及/或多個ISD密 

鑰156k ＞其中之每一者可特定於一特定裝置100或特定安全元件。

接下來，在步驟617處，處理程序600可包括商業實體子系統400 

識別可能已自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識別的與商家相關聯之商家密鑰 

157，且接著使用彼商家密鑰157重新加密商業實體憑證資料664之至 

少一部分。亦即，在步驟616處使用合適的存取資訊解密商業實體交 

易資料664之至少第一部分後（例如，在解密經加密CE憑證資料663以 

實現可能已在經加密CE憑證資料663中加密的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 

及任何其他資訊後），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接著在步驟617處用可與 

在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中識別之商家資訊相關聯的適當商家密鑰157 

重新加密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之至少第二部分（例如，經加密SE憑證 

資料662）。可藉由比較在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中識別之商家資訊與 

在圖1A之表430中之資料來判定此商家密鑰157。藉由此判定之適當 

商家密鑰157，在步驟617處，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用商家密鑰157將 

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之至少一部分重新加密為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 

667。舉例而言，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667可至少包括來自商業實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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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資料664的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以及來自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 

的購買量資料或其他合適交易資料（例如 ' 可能已自交易資料660最初 

識別之資料）。來自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之商家識別資訊可不需要包 

括於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667中 > 此係因為彼商家識別可能已經用以 

判定商家密鑰157 >在步驟617處可使用該商家密鑰加密經加密商家憑 

證資料667。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667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簽章> 

方式為當由商家子系統200接收時可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建立為此經 

加密商家憑證資料667的建立者及/或可使商家子系統200確保經加密 

商家憑證資料667在經簽章後尚未修改。此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667可 

在步驟616及617處產生，且接著在步驟618處，連同任何其他合適資 

料一起作為商家交易資料668傳輸至電子裝置100 （例如，經由圖1A之 

路徑65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伺服器410傳輸至裝置100之通信組件 

106）。

步驟616、617及618可確保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作為圖1A之商 

家交易資料668之部分傳輸的憑證資料（例如 > 商家交易資料668的經 

加密商家憑證資料667之憑證資料）可以其不能由裝置100之不同於其 

安全元件的一部分解密之此方式加密。亦即，商家交易資料668可用 

商家密鑰157加密，該商家密鑰可不曝露於裝置100之任何部分（包 

括，在一些實施例中，其安全元件）或不以其他方式由該任何部分存 

取。此外 ' 商家交易資料668之憑證資料（例如 > 商家交易資料668之 

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667之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可用憑證密鑰155a， 

加密，該憑證密鑰155a，可不曝露於裝置100在其安全元件外的任何部 

分或不以其他方式由該任何部分存取。在步驟620處，商家交易資料 

668可接著由裝置100轉遞至商家子系統200 （例如，商家伺服器210）± 

作為基於線上之通信670 （例如，經由圖1A之通信組件106及通信路徑 

15）。此基於線上之通信670可至少包括商家交易資料668中之一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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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667）及任何其他合適的資訊（例如 > 商家應用 

程式113或任何其他商家資源（例如 ' 商家網站）可使用的資訊 ' 諸如送 

貨資訊191d）。替代地，在步驟621處，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直接與 

商家子系統200共用商家交易資料668作為基於線上之通信671 （例 

如 ' 經由圖1A之路徑85），而不是在步驟618及620處，經由裝置100與 

商家子系統200共用商家交易資料668作為基於線上之通信670。

在一些實施例中，若當裝置100在商家終端機220之本端時，交 

易經由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NFC通信5藉由共用付款卡資 

料得到資助 ' 則在步驟606處，商家內容資料可由裝置100 （例如，直 

接由商家子系統200及/或經由定位子系統170）接收作為商家內容資料 

656，且在步驟611處基於此資料656呈現付款推薦資料及接收使用者 

付款選擇後，在步驟620處與彼選擇相關聯之付款卡資料可經由通信5 

共用至商家終端機220。替代地，在一些實施例中，若交易藉由使用 

裝置100上之商家線上資源113經由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基 

於線上之通信670或671而得到資助，則在步驟610處，商家內容資料 

可由裝置100 （例如 ' 直接由商家子系統200）接收作為交易資料660之 

商家內容資料，且在步驟611處基於此資料660呈現付款推薦資料及接 

收使用者付款選擇後，與彼選擇相關聯之付款卡資料可經由步驟612 

至620/621經由通信670/671共用至商家子系統200。

一旦此付款憑證資料由商家子系統200接收（例如，作為通信5及/ 

或作為基於線上之通信670/671） >則處理程序600可包括步驟622，商 

家子系統200可在此步驟發送確認資料672至裝置100 （例如，經由圖 

1A之通信路徑15）。此確認資料672可由裝置100接收以對裝置100之使 

用者指示使用者之付款指令已由商家子系統200接收到。在步驟611處 

裝置100之使用者可提供將特定憑證用於基於商家內容資料656/660執 

行金融交易之意圖及鑑認後，處理程序600之其餘步驟可對使用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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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地發生。亦即，一旦使用者在步驟611處提供鑑認及意圖，步驟612 

至620或621以及步驟622至630中之一或多者可在無任何進一步使用者 

互動之情況下發生，且可對使用者似乎為瞬時的，藉此處理程序600 

可對使用者看起來如同在步驟611後，憑證資料在步驟622處自動且瞬 

時地發送至商家子系統200且經確認。

此外，一旦此付款憑證資料由商家子系統200接收（例如，作為通 

信5及/或作為基於線上之通信670/671） >則處理程序600亦可包括步驟 

623，在該步驟處，商家子系統200可經組態以產生付款資料673且將 

其傳輸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 （例如，經由圖1A之商家子系統200與獲 

取銀行子系統300之間的通信路徑25），其中資料673可包括付款資訊 

及授權請求，其可指示使用者的商業憑證及商家之產品或服務購買價 

格（例如 ' 如包括於通信5/670/671中）。舉例而言 ' 在步驟623處，商 

家子系統200可充分利用其已知商家密鑰157至少部分解密商家交易資 

料668 （例如 ' 如在步驟621處自通信671接收或在步驟620處自通信 

670接收），使得付款資料673可包括憑證SSD 154a之用其憑證密鑰 

155a，加密的SE憑證資料661 （例如，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但不用 

不可用於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密鑰來加密。接著 ' 在步驟624處 > 獲 

取銀行子系統300可將授權請求自資料673轉遞至金融機構子系統350 

作為授權請求資料674 （例如，經由圖1A之獲取銀行子系統300與金融 

機構子系統350之間的通信路徑35）。接下來，在步驟626處，當金融 

機構子系統350之發卡銀行子系統370接收到授權請求時（例如，在步 

驟624處直接自獲取銀行子系統300接收，作為資料674，或如上所 

述 ' 間接地經由付款網路子系統360接收作為資料405），付款資訊（例 

如，裝置100之如由裝置100之安全元件藉由憑證密鑰155a，加密的SE 

憑證資料661 （例如 > 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及購買量（其中之每一者 

可包括於授權請求資料674中，以及資料673、664、668、670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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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中）可經解密（例如 > 在金融機構子系統350處使用憑證密鑰155aJ 

且經分析以判定與商業憑證相關聯之帳戶是否具有足夠的信用來涵蓋 

購買量。若不存在足夠的資金，則發卡銀行子系統370可藉由將否定 

授權回應傳輸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來拒絕請求交易。然而，若存在 

足夠資金，則發卡銀行子系統370可藉由將肯定授權回應傳輸至獲取 

銀行子系統300來批准請求之交易，且可完成金融交易。任一類型之 

授權回應可在處理程序600之步驟626處由使用者金融子系統350提供 

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作為授權回應資料676 （例如，經由通信路徑35 

直接自發卡銀行子系統370提供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或基於授權回 

應資料415自付款網路子系統360提供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該授權 

回應資料415可經由圖1A之通信路徑45自發卡銀行子系統370提供至 

付款網路子系統360）。接下來，回應於在步驟626處接收到授權回應 

資料676，處理程序600亦可包括在步驟628處，獲取銀行子系統300或 

任何其他合適子系統可與商家子系統200共用此授權回應資料作為授 

權回應資料678，該授權回應資料可接著在步驟630處與電子裝置100 

共用作為授權回應資料680。

因此，商家子系統200可經組態以處理以任何合適的方式自裝置 

100接收之任何合適的通信5或基於線上之通信670/671。舉例而言， 

為了自此基於線上之通信獲得純文字付款憑證（例如，SE憑證資料 

661），商家子系統200可驗證所接收之資料的簽章性質有效且商業實 

體子系統400為彼簽章之簽章者。商家子系統200可使用任何合適技術 

來判定哪一商家密鑰（例如，哪一商家公用密鑰157）可已由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用以建構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例如 > 資料667）。接著 > 商 

家子系統200可扌頡取對應的商家私用密鑰（例如 > 在商家子系統200處 

之商家私用密鑰157）且使用彼扌頡取之密鑰解囊封及/或解密經加密商 

家憑證資料667以恢復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接著，可將此資料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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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至適當付款網路360，該適當付款網路360可充分利用金融機構子 

系統350之適當憑證密鑰155a，解囊封及/或解密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 

以恢復SE憑證資料661 （例如，以恢復用於付款憑證之純文字付款資 

訊 ' 諸如 ' 完全EMV （ r Europay MasterCard Visa」）付款資料）°

在一些實施例中，一旦裝置100準備為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準備 

CE交易資料（例如，資料664）以用於新線上資源交易（例如，在步驟 

611後），但在如此進行之前，裝置100可經組態以請求來自商業實體 

子系統之某些資料。舉例而言，在步驟612之前但在步驟610之後，裝 

置100可請求可由裝置100及處理程序600充分用於將額外安全層新增 

至處理程序600之某些CE特徵資訊（例如，不可預測之數目或其他合適 

資料）。舉例而言 > 回應於此請求 ' 此CE特徵資訊可自商業實體400提 

供至裝置100 （例如，在步驟612前之一步驟（未展示）處），且此CE特徵 

資訊可與其他資料一起由安全元件145加密。舉例而言，在步驟612 

處，此CE特徵資訊可與SE憑證資料661—起加密為經加密SE憑證資料 

662。替代地或另外，在步驟613處，此CE特徵資訊可與經加密SE憑 

證資料662—起加密為經加密CE憑證資料663。無論如何，此CE特徵 

資訊可包括於至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CE交易資料664中，且可由商 

業實體子系統400存取且與較早產生之CE特徵資訊相比較以確認匹配 

或判定任何潛在詐騙行為（例如，若在步驟613處此CE特徵資訊經加 

密）。另外或替代地 ' 此CE特徵資訊可包括於CE交易資料664中及通 

信670中，使得其可由商家子系統200接收（例如 > 經由裝置100）。此 

外，此CE特徵資訊可直接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提供至商家子系統 

200 （例如，在步驟621處或在處理程序600中於步驟622之前的任一其 

他點，作為通信671），使得商家子系統200可比較作為通信670之至少 

一部分由裝置100加密且由商家子系統200接收之此CE特徵資訊與可 

由商家子系統200直接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接收之此CE特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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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比較若匹配，則可新增另一安全層，當判定彼通信670並非詐騙 

時 ' 商家子系統200可依賴於該安全層 > 且該安全層可用於進行金融 

交易。此CE特徵資訊（例如，最初不可預測之數目）可由商業實體子系 

統400產生，可在安全元件145上加密（例如，在步驟612及/或步驟613 

處）且提供至商家子系統200 （例如 ' 在步驟620處，作為通信670之一 

部分），且亦可將此CE特徵資訊直接自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提供至商家 

子系統200 （例如 > 在步驟621處，作為通信671），使得此CE特徵資訊 

之兩個例項可由商家子系統200及/或由處理程序600之任何其餘步驟 

用作該處理程序之安全層。

處理程序600可確保系統1可充分利用裝置100之安全元件可存取 

的安全密鑰，以便安全地將憑證資料傳達至商家子系統200，以供金 

融機構子系統350使用 > 同時使某些密鑰能夠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恰 

當地管理。亦即，裝置100之安全元件145 （例如，NFC組件120）可含 

有憑證密鑰155a，及存取資訊（例如 > 存取資訊155a、155b、156k、 

151k及/或158k），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含有存取資訊（例如，存取資 

訊155a、155b、156k、151k及/或158k）及商家密鑰157，商家實體200 

可含有商家密鑰157 >且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可含有憑證密鑰155a' ° 

歸因於裝置100及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各含有或存取存取資訊（例 

如，存取資訊155a、155b、156k、151k及/或158k）之事實，裝置100可 

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安全地共用經加密憑證資料（例如，在步驟614 

處，作為資料664）。類似地，歸因於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商家子系 

統200可各含有或存取商家密鑰157之事實，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與 

商家子系統200安全地共用經加密憑證資料（例如 > 在步驟621處作為 

資料671，或在步驟620處經由裝置100，作為資料670）。接著，商家 

子系統200經由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可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共用此經 

加密憑證資料，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可最終用憑證密鑰155a，解密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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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憑證資料。然而，在一些實施例中，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之憑證資 

料中無一者（例如' SSD 154a之小程式153a之SE憑證資料661）在經解 

密之狀態中可與裝置100之非安全元件（例如，處理器102及/或通信組 

件106）共用，憑證密鑰155a，亦不可用於裝置100之此非安全元件。憑 

證密鑰155a，可由金融機構子系統350管理，而某些存取資訊（例如，存 

取資訊155a、155b、156k、151k及/或158k）可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管 

理或以其他方式對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為可存取的，而商家密鑰157可 

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或商家子系統200管理，使得可按需要維護 

及/或更新及/或刪除此等密鑰中之每一者以維持其有效性。因此，商 

家密鑰157可從不儲存於裝置100上或以其他方式對裝置100為可存取 

的。舉例而言，商家密鑰157甚至可不儲存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 

商家密鑰157可為可撤銷的，或可在某一時間量之後到期 ' 此可能需 

要商家子系統200與商業實體子系統350時常通信以管理及/或更新商 

家密鑰157。此可使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能夠規定哪些商家子系統200 

可能能夠使用裝置100之安全憑證進行線上交易。此外，某些存取資 

訊（例如 ' 存取資訊155a、155b、156k、151k及/或158k）可從不儲存於 

商家子系統200上或以其他方式對商家子系統200為可存取的。舉例而 

言，某些存取資訊可為可撤銷的，或可在某一時間量之後到期，此可 

能需要裝置100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時常通信以管理及/或更新此存 

取資訊。此可使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能夠規定哪些裝置100可能能夠經 

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使用裝置100之安全憑證與商家子系統200進行 

線上交易。

因此，處理程序600可使佈建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上的至少一 

憑證能夠安全地用於與商家子系統200之線上付款交易。處理程序600 

可經組態以在裝置100之安全元件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提供虛擬化通 

道，該虛擬化通道可輸送憑證資料之高度安全EMV （ r Euro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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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Card, Visa」）標準級（例如，「芯片及PIN」）資料集以用於在金 

融交易中使用。藉由僅信任裝置100之安全元件內的資料且不信任裝 

置100之在此安全元件外的任何資料或組件（例如 ' 在裝置100本端之 

處理器102或應用程式113），處理程序600可需要傳輸出安全元件之任 

何憑證資料（例如 ' 小程式153a之SE憑證資料661）用可僅為安全元件 

及金融機構子系統350知曉之憑證密鑰155a，加密（例如 > 在步驟612 

處，作為經加密SE憑證資料662），且在一些實施例中，接著用可僅為 

安全元件145及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知曉之存取資訊（例如，存取資訊 

155a、155b、156k、151k及/或158k）加密（例如，在步驟613處，作為 

經加密商業實體憑證資料663）。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接著充分利用 

此資料663 （例如，作為接收之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的部分）及其對此 

存取資訊（例如 ' 存取資訊155a、155b、156k、151k及/或158k）及商家 

密鑰157之知識解密/重新加密（例如 > 在步驟616/617處）由裝置100傳 

輸之憑證資料以供稍後由商家子系統200使用。藉由在處理程序600之 

中間提供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實現附加安全層。商業實體子系統400 

不僅可知曉裝置100之安全元件145共用之某些存取資訊（例如，存取 

資訊155a、155b、156k、15 lk及/或158k）而且可知曉商家子系統200共 

用之商家密鑰157。因此，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處於獨特位置中以管 

理裝置100之安全元件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任何線上交易，而同時 

不知曉使用中的憑證資料（例如 ' 不知曉小程式153a之SE憑證資料 

661 >其可在步驟612處藉由憑證密鑰155a，加密為經加密SE憑證資料 

662，例如，因為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能不能夠存取憑證密鑰 

155a'）。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經組態以在接收到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 

後但在提供商家交易資料668前提供驗證檢查（例如，在步驟616至 

618/621）。舉例而言，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判定接收之商業實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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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資料664識別其商家密鑰157已到期或已以其他方式終止或未辨識 

（例如 ' 由表430）之商家。因此 > 若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在步驟618/621 

前之某一點處判定特定商家不再值得信賴 ' 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 

自表430移除或者停用其商家密鑰157 >以使得當與彼密鑰157相關聯 

之商家稍後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自由電子裝置100提供的所接收之商 

業實體交易資料664識別時，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不提供任何相關聯 

之商家交易資料668/671，藉此防止所要的金融交易。替代地，在自 

電子裝置100接收之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中識別的商家可能從未具有 

與表430相關聯之商家密鑰157，使得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認識到， 

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可能試圖進行與未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辨識之 

商家的金融交易，且因此，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防止交易被執行。 

然而，若處理程序600能夠完成，則不僅可滿足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 

滿足金融交易係在已知裝置100 （例如 ' 歸因於共用之存取資訊（例 

如，存取資訊155a、155b、156k、151k及/或158k））與已知商家子系統 

200 （例如 > 歸因於已知商家密鑰157）之間 > 商家子系統200亦可滿足 

該金融交易係藉由受信任裝置100 （例如，歸因於用來自受信任商業 

實體子系統400之商家密鑰157加密接收之通信資料670/671）進行。

應理解，圖6之處理程序600中展示之步驟僅為說明性的，且可 

修改或省略現有步驟 ' 可新增額外步驟 ' 且可更改某些步驟之次序。 

舉例而言'應理解'一些共用密鑰可為公用密鑰'而其他共用密鑰可 

為私用的或秘密密鑰（例如，包括公用密鑰及私用密鑰之數學連結密 

鑰對）。密鑰對之公用密鑰可用以加密資料，而彼密鑰對之私用密鑰 

可用以解密經加密資料。舉例而言，可儲存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145 

中的SSD 154a之存取密鑰155a及/或SSD 154b之存取密鑰155b可為公 

用密鑰，而可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處獲得之存取密鑰155a及/或存取 

密鑰155b可為相關聯之私用密鑰，或反之亦然。另外或替代地，可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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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中的ISD 152之ISD密鑰156k可為公用密鑰， 

而可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處獲得之ISD密鑰156k可為相關聯之私用密 

鑰，或反之亦然。另外或替代地，可儲存於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中的 

CRS 151k可為公用密鑰，而可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處獲得之CRS 

151k可為相關聯之私用密鑰，或反之亦然。另外或替代地，可儲存於 

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中的CASD 158k可為公用密鑰，而可在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處獲得之CASD 158k可為私用密鑰 > 或反之亦然。另外或 

替代地，表430或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其他處之商家密鑰157可為公 

用密鑰，而可在商家子系統200處獲得之商家密鑰157可為相關聯之私 

用密鑰，或反之亦然。此外，某些資料可由傳輸彼資料之組件簽章。

舉例而言 ' 商業實體交易資料664可在於步驟614處被傳輸到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之前由裝置100簽章 > 或在步驟613處經加密商業實體憑證 

資料663可在於步驟614處作為交易資料664之至少一部分被傳輸之前 

由安全元件簽章（例如，藉由CASD 158k） ο裝置100之此簽章可使商業 

實體子系統400能夠更確信地判定資料664由受信任裝置100產生。另 

外或替代地 ' 資料668可在於步驟618處被傳輸到裝置100之前及/或在 

於步驟621處被傳輸到商家子系統200之前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簽 

章。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此簽章可使裝置100及/或商家子系統200能 

夠更確信地判定資料668/670/671由受信任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產生。

應理解，裝置100不必經組態以處理NFC通信或與另一裝置之任何其 

他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例如 ' 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終端機的 

NFC通信）。取而代之，裝置100可包括安全元件以用於儲存可用於線 

上交易（如關於處理程序600所描述）而不充分用於NFC交易之憑證資 

訊。舉例而言，裝置100可包括安全元件（例如，具有控制器模組140 

及/或記憶體模組150，無裝置模組130）。

圖7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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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為用於推薦付款憑證的說明性處理程序700之流程圖。在過 

程700之步驟702處，可由電子裝置存取商家內容資料。舉例而言，如 

以上關於處理程序500之步驟502及/或處理程序600之步驟606所描 

述，任何合適的商家內容資料可由電子裝置100存取（例如 ' 自商家子 

系統200及/或子系統170）。接下來，在處理程序700之步驟704處，可 

判定電子裝置之當前設定是否經組態以允許基於商家內容資料產生付 

款推薦資料。若在步驟704處判定當前設定不允許基於商家內容資料 

產生付款推薦資料，則處理程序700可推進至步驟706，其中可藉由基 

於電子裝置之當前設定而排定第一憑證的優先順序之電子裝置來呈現 

付款推薦資料。然而，若在步驟704處，判定當前設定允許基於商家 

內容資料產生付款推薦資料 ' 則處理程序700可推進至步驟708，其中 

可藉由基於商家內容資料而排定第二憑證的優先順序之電子裝置來呈 

現付款推薦資料。舉例而言，如以上關於處理程序600之步驟605所描 

述，使用者可定義一或多種使用者設定，該等設定可操作以至少部分 

定義裝置100上之憑證間的優先順序（例如，至少一個待排定優先順序 

的預設憑證），且接著，在步驟611處，可結合此使用者設定來處理商 

家內容資料以判定一或多個付款憑證之使用者定義優先順序是否可因 

商家內容資料而更改。

應理解，圖7之處理程序700中展示之步驟僅為說明性的，且可 

修改或省略現有步驟 ' 可新增額外步驟 ' 且可更改某些步驟之次序。 

圖8之描述

圖8為用於推薦付款憑證之說明性處理程序800之流程圖。在處 

理程序800之步驟802處，可存取指示至少一個付款憑證之憑證可用性 

資料。舉例而言，如以上關於圖4至圖6所描述，安全元件145可包括 

儲存於其上之至少一個付款憑證，且電子裝置100 （例如，處理器102） 

可操作以存取可指示儲存於安全元件145上之付款憑證之憑證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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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在處理程序800之步驟804處，可存取與商家子系統相關聯之商 

家內容資料，其中該商家內容資料可指示相對於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 

對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偏好。舉例而言，如以上關於處理程序500 

之步驟502及/或處理程序600之步驟606所描述，電子裝置100可（例 

如 ' 自商家子系統200及/或子系統170）存取任何合適的商家內容資 

料，該資料可指示相對於一種類型之付款憑證對另一類型之偏好或優 

先順序（例如，憑證Y相對於憑證X）。接著，在處理程序800之步驟806 

處，可基於所存取之憑證可用性資料及所存取之商家內容資料呈現付 

款推薦資料。舉例而言，如以上關於處理程序600之步驟611描述，電 

子裝置100可操作以基於商家內容資料之處理及安全元件145上之一或 

多個憑證之可用性呈現付款推薦資料。

應理解，圖8之處理程序800中展示之步驟僅為說明性的，且可 

修改或省略現有步驟 ' 可新增額外步驟 ' 且可更改某些步驟之次序。 

圖1、圖1A、圖2、圖3及圖4之進一步描述

雖未展示，但圖1A之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為安全平台系統，且 

可包括安全行動平台（「SMP」）代理組件、SMP受信任服務管理器 

（「TSM」）組件、SMP密碼服務組件、標識管理系統（「IDMS」）組 

件、詐騙系統組件、硬體安全模組（「HSM」）組件及/或儲存組件。可 

使用以下各者來實施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一個、一些或全部組件： 

一或多個處理器組件，其可與裝置100之處理器組件102相同或類似； 

一或多個記憶體組件，其可與裝置100之記憶體組件104相同或類似； 

及/或一或多個通信組件，其可與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相同或類 

似。可不同於且獨立於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單一商業實體（例如， 

Apple公司）可管理、擁有、至少部分控制及/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商業實 

體子系統400之一個、一些或全部組件。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該等組 

件可相互互動且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及電子裝置100兩者共同地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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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安全層及/或用於提供更順暢的使用者體驗。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SMP代理組件可經組態以使用商業實體使 

用者帳戶管理使用者鑑認。此SMP代理組件亦可經組態以管理裝置 

100上之憑證之生命週期及佈建。SMP代理組件可為可控制裝置100上 

之使用者介面元件（例如，GUI 180之元件）之主要端點。裝置100之作 

業系統或其他應用程式（例如 ' 應用程式103、應用程式113及/或應用 

程式143）可經組態以調用特定應用程式設計介面（「API」），且SMP代 

理組件可經組態以處理彼等API之請求且回應可導出裝置100之使用者 

介面的資料及/或回應可與NFC組件120之安全元件145通信（例如，經 

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電子裝置100之間的通信路徑65）的應用程式 

協定資料單位（「APDU」）。可藉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經由系統1之 

受信任服務管理器（「TSM」）（例如，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金融機構 

子系統350之間的通信路徑55之TSM）自金融機構子系統350接收此等 

APDU。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SMP TSM組件可經組態以提供基於 

GlobalPlatform之服務，基於GlobalPlatform之服務可用以與金融機構 

子系統350協作在裝置100上進行操作。GlobalPlatform或任何其他合 

適安全頻道協定可使此SMP TSM組件能夠恰當地通信及/或在裝置100 

之安全元件145與TSM之間佈建敏感性帳戶資料，以用於在商業實體 

子系統400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間的安全資料通信。

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SMP TSM組件可經組態以使用商業實體子 

系統400之HSM組件保護其密鑰且產生新密鑰。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 

SMP密碼服務組件可經組態以提供用於使用者鑑認及/或系統1之各種 

組件之間的機密資料傳輸所需要之密鑰管理及密碼術操作。此SMP密 

碼服務組件可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HSM組件用於安全密鑰儲存及/ 

或不透明密碼編譯操作。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SMP密碼服務組件之 

付款密碼服務可經組態以與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IDMS組件互動以扌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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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檔案上信用卡或與商業實體之使用者帳戶相關聯的其他類型之商業 

憑證。此付款密碼服務可經組態為可在記憶體中具有描述其使用者帳 

戶之商業憑證（例如，信用卡號）的明文（亦即，非雜湊）資訊之商業實 

體子系統400之唯一組件。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商業實體詐騙系統組 

件可經組態以基於對商業實體已知的有關商業憑證及/或使用者之資 

料（例如，基於與具有商業實體之使用者帳戶相關聯之資料（例如，商 

業憑證資訊）及/或可在商業實體之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合適的資料及/或 

可不在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合適的資料）對商業憑 

證執行商業實體詐騙檢查。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此商業實體詐騙系 

統組件可經組態以基於各種因素或臨限值判定針對憑證的商業實體詐 

騙計分。另外或替代地，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可包括儲存組件，其可 

為將各種服務提供至裝置100之使用者的提供商（例如，用於出售/出 

租待由裝置100播放之媒體的iTunes™商店、用於出售/出租供在裝置 

100上使用之應用程式的Apple App Store™ '用於儲存來自裝置100之 

資料的Apple iCloud™服務、用於線上購買各種Apple產品之Apple線 

上商店等）。僅作為一個實例，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此儲存組件可經 

組態以管理應用程式113且將其提供至裝置100 （例如，經由通信路徑 

65），其中應用程式113可為任何合適的應用程式，諸如，銀行應用程 

式、電子郵件應用程式、文字訊息傳遞應用程式、網際網路應用程式 

或任何其他合適應用程式。任一合適的通信協定或通信協定之組合可 

由商業實體子系統400用以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之各種組件當中傳達 

資料及/或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系統1之其他組件之間傳達資料（例 

如，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間經由圖1A之通 

信路徑55，及/或在商業實體子系統400與電子裝置100之間經由圖1A 

之通信路徑65）。

當裝置100之安全元件之憑證經恰當地啟用（例如，與NFC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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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之憑證SSD 154a之經啟用小程式153a相關聯的商業憑證資料）以便 

提供至商家子系統200的商業憑證資料通信（例如，作為至商家終端機 

的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及/或作為至商家伺服器210的基於線上之 

通信670）時，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可將此商業憑證資料通信用於完成 

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金融交易。舉例而言，在電子裝置100之使用 

者已選擇購買之產品且已恰當地啟用待用於付款的裝置100之特定憑 

證後，商家子系統200可接收指示用於特定憑證之商業憑證資料的恰 

當商業憑證資料通信。商家伺服器210及/或商家終端機220可由商家 

子系統200之任一合適的商家或商家代理提供 > 該商家或商家代理可 

回應於裝置100經由此商業憑證資料通信提供付款憑證對裝置100之使 

用者提供產品或服務。基於此所接收之商業憑證資料通信（例如，通 

信5/670），商家子系統200可經組態以產生資料673且將其傳輸至獲取 

銀行子系統300 （例如，經由商家子系統200與獲取銀行子系統300之 

間的通信路徑25），其中資料673可包括可指示使用者之商業憑證及商 

家之產品或服務購買價格的付款資訊及授權請求。獲取銀行子系統 

300亦被稱為付款處理器或獲取器，可為與商家子系統200相關聯的商 

家之銀行合作夥伴，且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可經組態以與金融機構子 

系統350 —起工作以經由與商家子系統200之商業憑證資料通信（例 

如，經由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及/或經由基於線上之通信670）批 

准且確定由電子裝置100嘗試之憑證交易。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可接著 

將來自資料673之授權請求作為資料674轉遞至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例 

如，經由獲取銀行子系統300與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之間的通信路徑 

35）。

付款網路子系統360與發卡銀行子系統370可為單一實體或獨立 

實體。舉例而言' American Express可為付款網路子系統360及發卡銀 

行子系統370兩者。相比之下' Visa及MasterCard可為付款網路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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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與發卡銀行370 （諸如 ' Chase、Wells Fargo、Bank of America及 

類似者）協同工作。金融機構子系統350亦可包括一或多個獲取銀行 ， 

諸如獲取銀行子系統300。舉例而言，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可為與發卡 

銀行子系統370相同的實體。可使用以下各者來實施獲取銀行子系統 

300之一個、一些或全部組件：一或多個處理器組件，其可與裝置100 

之處理器組件102相同或類似；一或多個記憶體組件，其可與裝置100 

之記憶體組件104相同或類似；及/或一或多個通信組件，其可與裝置 

100之通信組件106相同或類似。可使用以下各者來實施付款網路子系 

統360之一個、一些或全部組件：一或多個處理器組件，其可與裝置 

100之處理器組件102相同或類似；一或多個記憶體組件，其可與裝置 

100之記憶體組件104相同或類似；及/或一或多個通信組件，其可與 

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相同或類似。可使用以下各者來實施發卡銀行 

子系統370之一個、一些或全部組件：一或多個處理器組件，其可與 

裝置100之處理器組件102相同或類似；一或多個記憶體組件，其可與 

裝置100之記憶體組件104相同或類似；及/或一或多個通信組件，其 

可與裝置100之通信組件106相同或類似。在付款網路子系統360及發 

卡銀行子系統370為獨立實體之情況下，付款網路子系統360可自獲取 

銀行子系統300接收資料674之授權請求且可接著將該請求作為資料 

405轉遞至發卡銀行子系統370 （例如，經由付款網路子系統360與發 

卡銀行子系統370之間的通信路徑45）。在付款網路子系統360與發卡 

銀行子系統370為同一實體之情況下，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可將資料 

674之授權請求直接提交至發卡銀行子系統370。此外，付款網路子系 

統360可代表發卡銀行子系統370回應獲取銀行子系統300 （例如，根 

據在付款網路子系統360與發卡銀行子系統370之間達成一致之條 

件）。藉由在獲取銀行子系統300與發卡銀行子系統370之間介接，付 

款網路子系統360可減少每一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及每一發卡銀行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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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370可能必須直接與之互動的實體之數目。亦即，為了使金融機構 

子系統350之直接整合點減至最少，付款網路子系統360可充當用於各 

種發卡銀行370及/或各種獲取銀行300之集合器。金融機構子系統350 

亦可包括一或多個獲取銀行，諸如，獲取銀行子系統300。舉例而 

言，獲取銀行子系統300可為與發卡銀行子系統370相同的實體。

當發卡銀行子系統370接收授權請求（例如，直接自獲取銀行子系 

統300接收作為資料674或間接經由付款網路子系統360接收作為資料 

405）時，可分析包括於授權請求中之付款資訊（例如，裝置100之商業 

憑證資訊）及購買量以判定與商業憑證相關聯之帳戶是否具有足夠信 

用來涵蓋購買量。若不存在足夠的資金，則發卡銀行子系統370可藉 

由將否定授權回應傳輸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來拒絕請求交易。然 

而 ' 若存在足夠資金 ' 則發卡銀行子系統370可藉由將肯定授權回應 

傳輸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來批准請求之交易，且可完成金融交易。 

任一類型之授權回應可作為授權回應資料676由使用者金融子系統350 

提供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 （例如，授權回應資料676可直接自發卡銀 

行子系統370經由通信路徑35提供至獲取銀行子系統300，或可基於可 

自發卡銀行子系統370經由通信路徑45提供至付款網路子系統360的授 

權回應資料415將授權回應資料676自付款網路子系統360提供至獲取 

銀行子系統300） °

如所提到，且如圖2中所展示，電子裝置100可包括（但不限於）： 

音樂播放器（例如，可自加利福尼亞庫珀蒂諾之Apple公司獲得的 

iPoUM）、視訊播放器、靜態影像播放器、遊戲機、其他媒體播放 

器、音樂記錄器、電影或視訊攝影機或記錄器、靜態攝影機、其他媒 

體記錄器、無線電、醫療設備、家用電氣設備、運輸載具儀器、樂 

器、計算器、蜂巢式電話（例如，可自Apple公司獲得的iPhoneTM）、其 

他無線通信器件、個人數位助理、遙控器、尋呼機、電腦（例如，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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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型電腦、膝上型電腦、平板電腦（例如，可自Apple公司獲得的 

iPaUM、伺服器等））、監視器、電視、音響設備、設定盒、機上盒、 

音箱、數據機、路由器、印表機或其任一組合。在一些實施例中，電 

子裝置100可執行單一功能（例如，專用於進行金融交易之裝置），且 

在其他實施例中 ' 電子裝置100可執行多個功能（例如 ' 進行金融交 

易、播放音樂以及接收及傳輸電話呼叫之裝置）。電子裝置100可為任 

何攜帶型、行動、手持式或微型電子裝置，其可經組態以不管使用者 

行進在何處皆進行金融交易。一些微型電子裝置之外觀尺寸可小於手 

持式電子裝置（諸如，iPoZM）之外觀尺寸。可將說明性微型電子裝置 

整合至各種物件內，該等物件可包括（但不限於）：手錶、戒指、項 

鏈、皮帶、皮帶配件、耳機、鞋配件、虛擬現實裝置、眼鏡、其他可 

穿戴電子器件、體育設備配件、健身設備配件、鑰匙鏈或其任何組 

合。替代地，電子裝置100可完全並非攜帶型，而可取而代之為大體 

固定的。

如圖2中所示，舉例而言，電子裝置100可包括處理器102、記憶 

體104、通信組件106、電力供應器108、輸入組件110、輸出組件 

112、天線116及近場通信（「NFC」）組件120。電子裝置100亦可包括 

匯流排118，該匯流排可提供用於將資料及/或電力傳送至裝置100之 

各種其他組件、自該各種其他組件傳送資料及/或電力或在該各種其 

他組件之間傳送資料及/或電力的一或多個有線或無線通信鏈路或路 

徑。在一些實施例中 ' 可組合或省略電子裝置100之一或多個組件此 

外，電子裝置100可包括圖2中未組合或包括之其他組件。舉例而言， 

電子裝置100可包括任何其他合適的組件或圖2中展示的組件之若干例 

項。為簡單起見，圖2中僅展示該等組件中之一者。

記憶體104可包括一或多個儲存媒體，包含（但不限於）硬碟機、 

快閃記憶體、永久記憶體（諸如 ' 唯讀記憶體「ROM」）、半永久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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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諸如，隨機存取記憶體「RAM」）、任何其他合適類型之儲存組件 

與其任何組合。記憶體104可包括快取記憶體，其可為一或多種不同 

類型的用於電子裝置應用中暫時儲存資料之記憶體。記憶體104可固 

定地嵌入於電子裝置100內，或可併入於可重複地插入至電子裝置100 

內及自電子裝置100移除的一或多個合適類型之卡（例如，用戶識別模 

組（「SIM」）卡或安全數位（「SD」）記憶卡）上。記憶體104可儲存媒 

體資料（例如，音樂及影像檔案）、軟體（例如，用於在裝置100上實施 

功能）、韌體、偏好資訊（例如，媒體播放偏好）、生活方式資訊（例 

如，食物偏好）、鍛煉資訊（例如，由鍛煉監視設備獲得之資訊）、交易 

資訊（例如 ' 諸如信用卡資訊之資訊）、無線連接資訊（例如 ' 可使裝置 

100能夠建立無線連接之資訊）、訂用資訊（例如，記住使用者訂用的 

播客或電視展演或其他媒體之資訊）、聯絡資訊（例如，電話號碼及電 

子郵件地址）、行事曆資訊、任何其他合適資料或其任何組合。

可提供通信組件106以允許裝置100使用任何合適的通信協定與 

一或多個其他電子裝置或伺服器或子系統（例如，系統1之一或多個子 

系統或其他組件）通信。舉例而言 ' 通信組件106可支援Wi-Fi （例如> 

802.11 協定）、ZigBee （例如，802.15.4協定）、WiDi™、乙太網路、 

Bluetooth™、Bluetooth™ 低能（「BLE」）、高 頻系統（例如，900 

MHz、2.4 GHz及5.6 GHz通信系統）、紅外線、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 

路協定（Γ TCP/IP」）（例如 > 在TCP/IP層中之每一者中使用的協定中 

之任一者）、串流控制傳輸協定（「SCTP」）、動態主機組態協定 

（「DHCP」）、超文字傳送協定（r HTTP j ）、BitTorrent™、檔案傳送 

協定（「FTP」）、即時輸送協定（「RTP」）、即時串流協定 

（「RTSP」）、即時控制協定（「RTCP」）、遠端音訊輸出協定 

（「RAOP」）、真實資料輸送協定tm（「RDTP」）、使用者資料報協定 

（「UDP」）、安全外殼協定（「SSH」）、無線分佈系統（「WDS」）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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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可由無線及蜂巢式電話及個人電子郵件裝置使用之任何通信協定 

（例如，全球行動通信系統（「GSM」）、GSM加GSM演進之增強資料 

速率（「EDGE」）、分碼多重存取（「CDMA」）、正交分頻多重存取 

（r OFDMA」）、高速封包存取（「HSPA」）、多波段等）、可由低功率 

無線個人區域網路（「6L0WPAΝ」）模組使用之任何通信協定、任何其 

他通信協定或其任何組合。通信組件106亦可包括或電耦接至任何合 

適的收發器電路（例如，收發器電路或天線116，經由匯流排118），該 

收發器電路可使裝置100能夠通信耦接至另一裝置（例如，主機電腦或 

附屬裝置）及與彼另一裝置無線地或經由有線連接（例如，使用連接器 

端口）通信。通信組件106可經組態以判定電子裝置100之地理位置。 

舉例而言，通信組件106可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或可使用小區 

塔定位技術或Wi-Fi技術的區域性或網站定位系統。

電力供應器108可包括用於接收及/或產生電力且用於將此電力提 

供至電子裝置100之其他組件中之一或多者的任一合適電路。舉例而 

言，電力供應器108可耦接至電力柵格（例如，當裝置100不充當攜帶 

型裝置時，或當裝置之電池正在插座處使用發電廠產生之電力充電 

時）。作為另一實例，電力供應器108可經組態以自天然來源（例如， 

使用太陽能電池之太陽能）產生電力。作為另一實例，電力供應器108 

可包括用於提供電力之一或多個電池（例如，當裝置100正充當攜帶型 

裝置時）。舉例而言，電力供應器108可包括電池（例如，凝膠、鎳金 

屬氫化物、鎳鍋、鎳氫、鉛酸或鏗離子電池）、不可中斷或連續電力 

供應器（「UPS」或「CPS」），以及用於處理自發電源接收之電力（例 

如'由電力廠產生且經由電插口或以其他方式遞送至使用者的電力 ） 

的電路中之一或多者。電力可由電力供應器108提供為交流電或直流 

電，且可經處理以轉換電力或將接收之電力限於特定特性。舉例而 

言，可將電力轉換至直流電或轉換自直流電，且約束至平均功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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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功率、峰值功率、每脈衝能量、電壓、電流（例如，按安培量測）或 

接收之電力的任何其他特性之一或多個值。電力供應器108可操作以 

在不同時間請求或提供特定電量，例如，基於電子裝置100或可耦接 

至電子裝置100的周邊裝置之需求或要求（例如，以請求在對電池充電 

時比電池已帶電時多的電力）。

可提供一或多個輸入組件110以准許使用者與裝置100互動或介 

接。舉例而言，輸入組件110可呈各種形式，包括（但不限於）：觸控 

板、撥號盤、點選輪、滾輪、觸控式螢幕、一或多個按鈕（例如，鍵 

盤）、滑鼠、操縱桿、軌跡球、麥克風、攝影機、掃描儀（例如，條碼 

掃描儀或可自諸如條碼、QR代碼或類似者之代碼獲得產品識別資訊 

之任何其他合適的掃描儀）、鄰近感測器、光偵測器、運動感測器、 

生物測定感測器（例如，指紋讀取器或其他特徵辨識感測器，其可結 

合電子裝置100可存取的特徵處理應用程式操作以用於鑑認使用者）、 

一或多個感測器，該一或多個感測器可操作以組態裝置100作為基於 

定位之服務（「LBS」）之任何合適的定位感知裝置及其組合。每一輸 

入組件110可經組態以提供用於進行選擇或發出與操作裝置100相關聯 

之命令的一或多個專用控制功能。

電子裝置100亦可包括可向裝置100之使用者呈現資訊（例如，圖 

形、聲訊及/或觸覺資訊）之一或多個輸出組件112。舉例而言，電子 

裝置100之輸出組件112可採取各種形式，包括（但不限於）：音訊揚聲 

器、頭戴式耳機、音訊線輸出、視覺顯示、天線、紅外線埠、觸感輸 

出組件（例如，發出隆隆響聲之機器、振動器等）或其組合。

作為具體實例，電子裝置100可包括顯示輸出組件作為輸出組件 

112。此顯示輸出組件可包括用於向使用者呈現視覺資料之任何合適 

的類型之顯示器或介面。顯示輸出組件可包括嵌入於裝置100中或耦 

合至裝置100之顯示器（例如，抽取式顯示器）。顯示輸出組件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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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液晶顯示器（「LCD」）、發光二極體（「LED」）顯示器、有機發 

光二極體（「OLED」）顯示器、表面傳導電子發射器顯示器 

（「SED」）、碳奈米管顯示器、奈米晶體顯示器、任何其他合適類型 

之顯示器或其組合。替代地，顯示輸出組件可包括用於在遠離電子裝 

置100之表面上提供內容之顯示的可移動顯示器或投影系統，諸如， 

視訊投影儀、抬頭顯示器或三維（例如，全像）顯示器。作為另一實 

例，顯示輸出組件可包括數位或機械尋視器，諸如，在緊湊型數位攝 

影機、反射攝影機或任何其他合適的靜態或視訊攝影機中發現之類型 

的尋視器。顯示輸出組件可包括顯示器驅動器電路、用於驅動顯示器 

驅動器之電路或兩者，且此顯示輸出組件可操作以顯示可在處理器 

102之指導下的內容（例如，媒體播放資訊、用於在電子裝置100上實 

施之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畫面、關於進行中之通信操作的資訊、關於 

傳入之通信請求的資訊、裝置操作畫面等）。

應注意，一或多個輸入組件與一或多個輸出組件可有時在本文 

中共同地被稱作輸入/輸出（「I/O」）組件或I/O介面（例如 > 輸入組件 

110與輸出組件112共同地被稱作I/O組件或I/O介面114）。舉例而言， 

輸入組件110及輸出組件112可有時為單一I/O組件114 （諸如，觸控式 

螢幕），其可經由使用者對顯示螢幕之觸摸來接收輸入資訊且亦可經 

由彼同一顯示螢幕向使用者提供視覺資訊。

電子裝置100之處理器102可包括可操作以控制電子裝置100之一 

或多個組件之操作及效能的任一處理電路。舉例而言，處理器102可 

自輸入組件110接收輸入信號及/或經由輸出組件112驅動輸出信號。 

如圖2中所示，處理器102可用以執行一或多個應用程式，諸如，應用 

程式103、應用程式113及/或應用程式143。每一應用程式103/113/143 

可包括（但不限於）：一或多個作業系統應用程式、韌體應用程式、媒 

體播放應用程式、媒體編輯應用程式、NFC低功率模式應用程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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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識別特徵處理應用程式或任何其他合適應用程式。舉例而言，處理 

器102可載入應用程式103/113/143作為使用者介面程式以判定經由輸 

入組件110或裝置100之其他組件接收的指令或資料可如何操縱可儲存 

資訊及/或可經由輸出組件112將資訊提供至使用者的方式。應用程式 

103/113/143可由處理器102自任何合適的來源存取，諸如，自記憶體 

104 （例如，經由匯流排118）或自另一裝置或伺服器（例如，經由通信 

組件106）。處理器102可包括單一處理器或多個處理器。舉例而言， 

處理器102可包括至少一「通用」微處理器、通用微處理器與專用微 

處理器之組合、指令集處理器、圖形處理器、視訊處理器及/或有關 

晶片組及/或專用微處理器。處理器102亦可包括用於快取目的之機載 

記憶體。

電子裝置100亦可包括近場通信（「NFC」）組件120。NFC組件120 

可為可實現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 （例如，商家付款終端機）之 

間的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交易或通信之任何合適的基於接近性之通信 

機構。NFC組件120可允許按相對低資料速率（例如，424 kbps）之近程 

通信，且可遵守任何合適標準，諸如，ISO/IEC 7816、ISO/IEC 

18092、ECMA-340、ISO/IEC 21481、ECMA-352、ISO 14443及/或 

ISO 15693。替代地或另外，NFC組件120可允許按相對高資料速率 

（例如，370 Mbps）之近程通信，且可遵守任何合適標準，諸如， 

TransferJet™協定。NFC組件12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通信可發生 

在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任何合適近程距離內（例如，見圖 

1A之距離D），諸如，大致2公分至4公分之範圍，且可按任何合適頻 

率操作（例如' 13.56 MHz）。舉例而言' NFC組件120之此近程通信可 

經由磁場感應發生，磁場感應可允許NFC組件120與其他NFC裝置通 

信及/或自具有射頻識別（「RFID」）電路之標籤扌頡取資訊。NFC組件 

120可提供獲取商品資訊、傳送付款資訊及以其他方式與外部裝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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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終端機）通信之方式。

NFC組件120可包括用於實現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 

的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之任何合適模組。舉例而言，如圖2中所 

示，NFC組件120可包括NFC裝置模組130、NFC控制器模組140及NFC 

記憶體模組150。

NFC裝置模組130可包括NFC資料模組132、NFC天線134及NFC 

增強器136。NFC資料模組132可經組態以含有、路由或以其他方式提 

供可由NFC組件120傳輸至商家子系統200之任何合適資料作為基於無 

接觸接近性之通信5或NFC通信5之部分。另外或替代地，NFC資料模 

組132可經組態以含有、路由或以其他方式接收可由NFC組件120自商 

家子系統200接收之任何合適資料作為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5之部 

分。

NFC收發器或NFC天線134可為通常可實現自NFC資料模組132至 

商家子系統200及/或自子系統200至NFC資料模組132之通信的傳達的 

任何合適天線或其他合適收發器電路。因此，可提供NFC天線134 （例 

如，迴圈天線）以特定用於實現NFC組件120的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 

信能力。

替代地或另外，NFC組件120可利用電子裝置100之另一通信組件 

（例如，通信組件106）可利用之同一收發器電路或天線（例如，天線 

116）。舉例而言，通信組件106可充分利用天線116以實現電子裝置 

100與另一遠端實體之間的Wi-Fi、Bluetooth™、蜂巢式或GPS通信＞ 

而NFC組件120可充分利用天線116以實現NFC裝置模組130之NFC資 

料模組132與另一實體（例如，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基於無接觸接近 

性之通信或NFC通信。在此等實施例中，NFC裝置模組130可包括 

NFC增強器136，該NFC增強器可經組態以提供用於NFC組件120之資 

料（例如，在NFC資料模組132內之資料）的恰當信號放大，使得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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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恰當地由共用天線116傳輸作為至子系統200之通信。舉例而言，在 

天線116 （例如，非迴圈天線）可經恰當地啟用以用於傳達電子裝置100 

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或NFC通信前，共 

用天線116可能需要來自增強器136之放大（例如，使用天線116傳輸 

NFC資料可能需要之電力比使用天線116傳輸其他類型之資料可能需 

要的電力多）。

NFC控制器模組140可包括至少一NFC處理器模組142。NFC處理 

器模組142可結合NFC裝置模組130操作以啟用、啟動、允許及/或以 

其他方式控制NFC組件120以用於傳達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 

之間的NFC通信。NFC處理器模組142可作為獨立組件存在，可整合 

至另一晶片組，或可與處理器102整合，例如，作為系統單晶片 

（r SoC」）之部分。如圖2中所示，NFC控制器模組140之NFC處理器 

模組142可用以執行一或多個應用程式，諸如，可幫助規定NFC組件 

120之功能的NFC低功率模式或錢包應用程式143。應用程式143可包 

括（但不限於）：一或多個作業系統應用程式、韌體應用程式、NFC低 

功率應用程式或可由NFC組件120存取之任何其他合適應用程式（例 

如，應用程式103/113） o NFC控制器模組140可包括一或多個協定（諸 

如近場通信介面及協定（「NFCIP-1」））以用於與另一NFC裝置（例如， 

商家子系統200）通信。該等協定可用以調適通信速度及將連接之裝置 

中之一者指明為控制近場通信的起始器裝置。

NFC控制器模組140可控制NFC組件120之近場通信模式。舉例而 

言，NFC處理器模組142可經組態以在用於自NFC標籤（例如，自商家 

子系統200）讀取資訊（例如，通信5）至NFC資料模組132之讀取器/寫入 

器模式、用於與另一具備NFC功能之裝置（例如，商家子系統200）交換 

資料（例如，通信5）之同級間模式與用於允許另一具備NFC功能之裝置 

（例如 ' 商家子系統200）自NFC資料模組132讀取資訊（例如，通信5）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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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仿真模式之間切換NFC裝置模組130。NFC控制器模組140亦可經組 

態以在主動模式與被動模式之間切換NFC組件120。舉例而言，NFC 

處理器模組142可經組態以在NFC裝置模組130可產生其自身的RF場之 

主動模式與NFC裝置模組130可使用負載調節來將資料傳送至產生RF 

場之另一裝置（例如，商家子系統200）之被動模式之間切換NFC裝置模 

組130 （例如，結合NFC天線134或共用天線116）。與在此主動模式中 

之操作相比，在此被動模式中之操作可延長電子裝置100之電池壽 

命。可基於使用者之偏好及/或基於裝置100之製造商之偏好控制NFC 

裝置模組130的模式，該等偏好可由在裝置100上執行之應用程式（例 

如 ' 應用程式103及/或應用程式143）定義或以其他方式規定。

NFC記憶體模組150可結合NFC裝置模組130及/或NFC控制器模組 

140來操作以允許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的NFC通信。 

NFC記憶體模組150可嵌入於NFC裝置硬體內或NFC積體電路（「IC」） 

內。NFC記憶體模組150可防不當使用，且可提供安全元件之至少一 

部分。舉例而言，NFC記憶體模組150可儲存可由NFC控制器模組140 

存取的關於NFC通信之一或多個應用程式（例如，應用程式143）。舉例 

而言，此等應用程式可包括金融付款應用程式、安全存取系統應用程 

式、忠誠卡應用程式及可加密之其他應用程式。在一些實施例中， 

NFC控制器模組140及NFC記憶體模組150可獨立地或組合提供可含有 

作業系統、記憶體、應用程式環境及意欲用以在電子裝置100上儲存 

及執行敏感性應用程式之安全協定的專用微處理器系統。NFC控制器 

模組140及NFC記憶體模組150可獨立地或組合提供可防不當使用的安 

全元件145之至少一部分。舉例而言，此安全元件145可經組態以提供 

防不當使用平台（例如，作為單或多晶片安全微控制器），該平台可能 

能夠根據可由一組良好識別之受信任授權機構（例如，金融機構子系 

統之授權機構及/或行業標準 ' 諸如' GlobalPlatform）闡明之規則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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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需求安全地代管應用程式及其機密及密碼編譯資料（例如，小程 

式153及密鑰155）。NFC記憶體模組150可為記憶體104之一部分或針 

對NFC組件120之至少一專用晶片。NFC記憶體模組150可駐留於SIM 

上、電子裝置100之主機板上之專用晶片上，或作為外部插入式記憶 

卡。NFC記憶體模組150可完全獨立於NFC控制器模組140，且可由裝 

置100之不同組件提供及/或由不同抽取式子系統提供至電子裝置 

100。安全元件145可為晶片內之高度安全、防不當使用硬體組件，該 

組件可用於在電子裝置100上儲存敏感性資料或應用程式。安全元件 

145之至少一部分可提供於諸如通用積體電路卡（「UICC」）或用戶識 

別模組（「SIM」）卡之抽取式電路卡中，該抽取式電路卡可用於與全 

球行動通信系統（「GSM」）網路、通用行動電信系統（「UMTS」）及/ 

或長期演進（「LTE」）標準網路相容之電子裝置100中。替代地或另 

外，安全元件145之至少一部分可提供於可在裝置100之製造期間嵌入 

至電子裝置100內的積體電路中。替代地或另外，安全元件145之至少 

一部分可提供於可插塞至、插入至或以其他方式耦接至電子裝置100 

之周邊裝置（諸如，微安全數位（「SD」）記憶卡）中。

如圖2中所示，NFC記憶體模組150可包括可由NFC規範標準（例 

如' GlobalPlatform）定義及管理的主安全性網域（「ISD」）152及補充 

安全性網域（「SSD」）154中之一或多者（例如，服務提供商安全性網 

域（「SPSD」）、受信任服務管理器安全性網域（「TSMSD」）等）。舉 

例而言' ISD 152可為NFC記憶體模組150的一部分，其中受信任服務 

管理器（「TSM」）或發卡金融機構（例如，商業實體子系統400及/或金 

融機構子系統350）可儲存密鑰及/或其他合適資訊以用於針對憑證內 

容管理及/或安全性網域管理在電子裝置100上產生或者佈建一或多個 

憑證（例如 ' 與各種信用卡、銀行卡、禮品卡、存取卡、交通卡、數 

位幣種（例如，比特幣（bitcoin）及相關聯之付款網路）相關聯之商業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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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等）（例如 ' 經由通信組件106） ο特定補充安全性網域（「SSD」）154 

（例如，SSD 154a）可與一特定TSM及可向電子裝置100提供特定特權 

或付款權利之至少一特定商業憑證（例如，特定信用卡憑證或特定公 

共交通卡憑證）相關聯。舉例而言，第一付款網路子系統360 （例如， 

Visa）可為用於第一SSD 154a之TSM，且第一SSD 154a之小程式153a 

可與由第一付款網路子系統360管理之商業憑證相關聯，而第二付款 

網路子系統360 （例如> MasterCard）可為用於另一SSD 154之TSM。

可提供安全性特徵以用於實現可在將機密付款資訊（諸如，憑證 

之信用卡資訊或銀行帳戶資訊）自電子裝置100傳輸至商家子系統200 

時特別有用的NFC組件120之使用（例如 > 用於實現佈建於裝置100上 

的商業憑證之啟動）。此等安全性特徵亦可包括可具有受限制存取之 

安全儲存區域。舉例而言，可能需要提供經由個人識別號（「PIN」） 

輸入項或經由使用者與生物測定感測器之互動的使用者鑑認，以存取 

該安全儲存區域（例如 ' 用於使用者更改安全元件之安全性網域元件 

的生命週期狀態）。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等安全性特徵中之一些或所 

有可儲存於NFC記憶體模組150內。此外，用於與子系統200通信的諸 

如鑑認密鑰之安全性資訊可儲存於NFC記憶體模組150內。在某些實 

施例中，NFC記憶體模組150可包括嵌入於電子裝置100內之微控制 

器。

圖1A之商家子系統200之商家終端機可包括用於偵測、讀取或以 

其他方式接收自電子裝置100之NFC通信（例如，當電子裝置100在此 

商家終端機之某一距離內或附近時）的讀取器。因此 ' 應注意，此商 

家終端機與電子裝置100之間的NFC通信可以無線方式發生，且因 

而，可能不需要在各別裝置之間的清晰「視線」。如所提到，NFC裝 

置模組130可為被動的或主動的。當被動時，NFC裝置模組130可僅在 

處於此商家終端機之合適讀取器之回應範圍內時啟動。舉例而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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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終端機之讀取器可發射相對低功率無線電波場，該相對低功率無 

線電波場可用以對由NFC裝置模組130利用之天線（例如，共用天線 

116或NFC特定天線134）供電，且藉此，使彼天線能夠將合適的NFC通 

信資訊（例如，信用卡憑證資訊）作為NFC通信自NFC資料模組132經由 

天線116或天線134傳輸至此商家終端機。當主動時，NFC裝置模組 

130可併有或以其他方式存取在電子裝置100本端之電源（例如 > 電力 

供應器108），其可使共用天線116或NFC特定天線134能夠將NFC通信 

資訊（例如，信用卡憑證資訊）作為NFC通信自NFC資料模組132經由天 

線116或天線134主動傳輸至此商家終端機，而非反射射頻信號，如在 

被動NFC裝置模組130之情況下。商家終端機可由商家子系統200之商 

家提供（例如 ' 在商家之商店中 ' 用於向在該商店處的裝置100之使用 

者直接出售產品或服務）。雖然已關於近場通信描述NFC組件120，但 

應理解，組件120可經組態以在電子裝置100與此商家終端機之間提供 

任何合適的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行動付款或任何其他合適類型之基於 

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舉例而言，NFC組件120可經組態以提供任何 

合適的短程通信，諸如，涉及電磁/靜電耦合技術之短程通信。

雖然已關於近場通信描述NFC組件120，但應理解，組件120可經 

組態以在電子裝置100與商家子系統200之間提供任何合適的基於無接 

觸接近性之行動付款或任何其他合適類型之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 

信。舉例而言，NFC組件120可經組態以提供任何合適的短程通信 ， 

諸如，涉及電磁/靜電耦合技術之短程通信。

電子裝置100亦可具備外殼101，該外殼可至少部分圍封裝置100 

之組件中的一或多者以用於保護免受碎片及在裝置100外部之其他降 

低品質的外力之影響。在一些實施例中，該等組件中之一或多者可提 

供於其自身外殼內（例如 ' 輸入組件110可為在其自身外殼內之獨立鍵 

盤或滑鼠，該獨立鍵盤或滑鼠可以無線方式或經由電線與可提供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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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外殼內之處理器102通信）。

如所提到，且如圖4中所展示，電子裝置100之一具體實例可為 

手持型電子裝置（諸如，iPhoneTM）,其中外殼101可允許存取各種輸入 

組件110a至110i、各種輸出組件112a至112c及各種I/O組件114a至 

114d，經由該等組件，裝置100與使用者及/或周圍環境可相互介接。 

輸入組件110a可包括按鈕，當該按鈕經按壓時，可使當前執行之應用 

程式的「首頁」畫面或功能表由裝置100顯示。輸入組件110b可為用 

於在睡眠模式與喚醒模式之間或在任何其他合適模式之間雙態觸發電 

子裝置100之按鈕。輸入組件110c可包括兩位置滑桿，該滑桿可停用 

電子裝置100之某些模式中的一或多個輸出組件112。輸入組件110d及 

110e可包括用於增加或減少電子裝置100之輸出組件112的體積輸出或 

任何其他特性輸出之按鈕。輸入組件110a至110e中之每一者可為機械 

輸入組件，諸如，由半球形開關支撐之按鈕、滑動開關、控制墊、鑰 

匙、旋鈕、滾輪或任何其他合適形式。

輸出組件112a可為可用以顯示視覺或圖形使用者介面（「GUI」） 

180之顯示器，該介面可允許使用者與電子裝置100互動。GUI 180可 

包括可在顯示輸出組件112a之區域中之所有或一些中顯示的各種層、 

視窗、畫面、模板、元素、功能表及/或當前執行之應用程式（例如' 

應用程式103及/或應用程式113及/或應用程式143）之其他組件。舉例 

而言 ' 如圖4中所展示＞ GUI 180可經組態以顯示第一畫面190。使用 

者輸入組件110a至110i中之一或多者可用以導覽GUI 180。舉例而 

言 ' 一使用者輸入組件110可包括滾輪 ' 該滾輪可允許使用者選擇 

GUI 180之一或多個圖形元件或圖示182 °圖示182亦可經由可包括顯 

示輸出組件112a及相關聯之觸摸式輸入組件110珀勺觸控式螢幕I/O組件 

114a來選擇。此觸控式螢幕I/O組件114a可使用任何合適類型之觸控 

式螢幕輸入技術，諸如（但不限於）：電阻性、電容性、紅外線、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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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波、電磁或近場成像。此外，觸控式螢幕I/O組件114a可使用單點 

或多點（例如，多點觸摸）輸入感測。

圖示182可表示可在由使用者選擇後在顯示組件112a之區域中之 

一些或全部中顯示的各種層、視窗、畫面、模板、元素及/或其他組 

件。此外，特定圖示182之選擇可導致階層式導覽過程。舉例而言， 

特定圖示182之選擇可導致GUI 180之可包括同一應用程式或與彼圖示 

182相關聯之新應用程式的一或多個額外圖示或其他GUI元素的新畫 

面。文字指示符181可顯示於每一圖示182上或附近以促進每一圖形元 

件圖示182之解釋。應瞭解，GUI 180可包括按階層式及/或非階層式 

結構配置之各種組件。當選擇特定圖示182時，裝置100可經組態以打 

開與彼圖示182相關聯之新應用程式，且顯示GUI 180之與彼應用程式 

相關聯的對應畫面。舉例而言 ' 當選擇標有「商家應用程式 

（Merchant App）j文字指示符181之特定圖示182 （亦即，特定圖示183） 

時，裝置100可發動或以其他方式存取具體商家應用程式，且可顯示 

可包括用於以特定方式與裝置100互動之一或多個工具或特徵的具體 

使用者介面之畫面。對於每一應用程式'畫面可顯示在顯示輸出組件 

112a上且可包括各種使用者介面元素（例如 > 圖4至圖4C之畫面190至 

190c）。另外或替代地，對於每一應用程式，可經由裝置100之各種其 

他輸出組件112將各種其他類型之非視覺資訊提供至使用者。可藉由 

廣泛多種圖形元件及視覺方案達成關於各種GUI 180描述的操作。因 

此，所描述之實施例並不意欲限於本文中採用之精確使用者介面慣 

例。相反地，實施例可包括廣泛多種使用者介面樣式。

電子裝置100亦可包括可允許裝置100與其他裝置之間的通信之 

各種其他I/O組件114。I/O組件114b可為連接埠，該連接埠可經組態 

用於自遠端資料源傳輸及接收資料檔案（諸如，媒體檔案或客戶訂單 

檔案），及/或自外部電源傳輸及接收電力。舉例而言，I/O組件114b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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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屬埠 ' 諸如' Lightning™連接器或來自加利福尼亞庫珀蒂諾之 

Apple公司的30接腳銜接連接器。I/O組件114c可為用於收納SIM卡或 

任何其他類型之抽取式組件的連接槽。I/O組件114d可為用於連接可 

或可不包括麥克風組件之音訊頭戴式耳機的頭戴式耳機插口。電子裝 

置100亦可包括諸如麥克風之至少一音訊輸入組件110g及諸如音訊揚 

聲器之至少一音訊輸出組件112b。

電子裝置100亦可包括至少一觸感或觸覺輸出組件112c （例如， 

發出隆隆響聲之機器）、攝影機及/或掃描儀輸入組件110h （例如，視 

訊攝影機或靜態攝影機，及/或條碼掃描儀或可自諸如條碼、QR碼或 

類似者獲得產品識別資訊之任何其他合適掃描儀）及生物識別輸入組 

件110i （例如，指紋讀取器或可結合可由電子裝置100存取之特徵處理 

應用程式來操作以用於鑑認使用者的其他特徵辨識感測器）。如圖4中 

所示 ' 生物識別輸入組件110i之至少一部分可併入至輸入組件110a或 

裝置100之任何其他合適輸入組件110內或以其他方式與輸入組件110a 

或裝置100之任何其他合適輸入組件110組合。舉例而言，生物識別輸 

入組件110i可為指紋讀取器，其可經組態以當使用者藉由用使用者之 

手指按壓輸入組件110a而與機械輸入組件110a互動時掃描彼手指之指 

紋。作為另一實例，生物識別輸入組件110i可為指紋讀取器，其可與 

觸控式螢幕I/O組件114a之觸摸式輸入組件110W合，使得生物識別輸 

入組件110i可經組態以當使用者藉由用使用者之手指按壓觸控式螢幕 

輸入組件110咸 沿著觸控式螢幕輸入組件110f滑動而與觸控式螢幕輸 

入組件110f互動時掃描彼手指之指紋。此外，如所提到，電子裝置 

100可進一步包括NFC組件120 '其可由子系統200經由天線116及/或 

天線134 （圖4中未展示）以通信方式存取。NFC組件120可至少部分位 

於外殼101內，且可將標記或符號121提供於外殼101之外部上，該標 

記或符號121可識別與NFC組件120相關聯的天線中之一或多者之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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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例如 ' 天線116及/或天線134之大體位置）。

此外，關於圖1至圖8描述的處理程序中之一個、一些或全部可 

各由軟體實施，但亦可以硬體、韌體或軟體、硬體與韌體之任何組合 

來實施。亦可將用於執行此等處理程序之指令體現為記錄於機器或電 

腦可讀媒體上之機器或電腦可讀程式碼。在一些實施例中，電腦可讀 

媒體可為非暫時性電腦可讀媒體。此非暫時性電腦可讀媒體之實例包 

括（但不限於）：唯讀記憶體、隨機存取存儲器、快閃記憶體、CD- 

ROM 、DVD、磁帶、抽取式記憶卡及資料儲存裝置（例如，圖2之記憶 

體104及/或記憶體模組150）。在其他實施例中 ' 電腦可讀媒體可為暫 

時性電腦可讀媒體。在此等實施例中，可將暫時性電腦可讀媒體分佈 

於網路耦接式電腦系統上，以使得以分散式方式儲存及執行電腦可讀 

程式碼。舉例而言，此暫時性電腦可讀媒體可使用任何合適的通信協 

定（例如，電腦可讀媒體可經由通信組件106 （例如，作為應用程式103 

之至少一部分及/或作為應用程式113之至少一部分及/或作為應用程式 

143之至少一部分）傳達至電子裝置100）自電子裝置傳達至另一電子裝 

置。此暫時性電腦可讀媒體可以經調變之資料信號（諸如，載波或其 

他輸送機構）來體現電腦可讀程式碼、指令、資料結構、程式模組或 

其他資料，且可包括任何資訊遞送媒體。經調變之資料信號可為具有 

按編碼該信號中之資訊之方式設定或改變的其特性中之一或多者的信 

號。

應理解，系統1之任一、每一或至少一模組或組件或子系統可提 

供為軟體建構、韌體建構、一或多個硬體組件或其組合。舉例而言， 

系統1之任一、每一或至少一模組或組件或子系統可描述於可由一或 

多個電腦或其他裝置執行的電腦可執行指令（諸如，程式模組）之大體 

內容中。通常，程式模組可包括可執行一或多個特定任務或可實施一 

或多個特定抽象資料類型之一或多個常式、程式、目標、組件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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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結構。亦應理解，系統1之模組及組件及子系統的數目、組態、 

功能性及互連僅為說明性的'且可修改或省略現有模組、組件及/或 

子系統的數目、組態、功能性及互連，可新增額外模組、組件及/或 

子系統，且可更改某些模組、組件及/或子系統之互連。

系統1之模組或組件或子系統中之一或多者的至少一部分可以任 

一合適方式儲存於系統1之實體中或以其他方式對系統1之實體為可存 

取的（例如 ' 在裝置100之記憶體104中（例如，作為應用程式應用程式 

103之至少一部分及/或作為應用程式113之至少一部分及/或作為應用 

程式143之至少一部分））。舉例而言，NFC組件120之任一或每一模組 

可使用任何合適的技術（例如，作為一或多個積體電路裝置）來實施， 

且不同模組在結構、能力及操作上可相同或可不相同。系統1之模組 

或其他組件中之任何者或全部可安裝於擴充卡上，直接安裝於系統主 

機板上，或整合至系統晶片組組件內（例如，至「北橋」晶片內）。

系統1之任一或每一模組或組件（例如，NFC組件120之任一或每 

一模組）可為使用適用於各種匯流排標準之一或多個擴充卡實施的專 

用系統。舉例而言，所有模組可安裝於不同互連擴充卡上，或所有模 

組可安裝於一擴充卡上。關於NFC組件120，僅舉例而言，NFC組件 

120之模組可與主機板或裝置100之處理器102經由擴充槽（例如，周邊 

組件互連（「PCI」）槽或PCI高速槽）介接。替代地，NFC組件120不需 

要為抽取式，而可包括一或多個專用模組，該一或多個專用模組可包 

括專用於模組之利用的記憶體（例如，RAM）。在其他實施例中，NFC 

組件120可整合至裝置100中。舉例而言，NFC組件120之模組可利用 

裝置100之裝置記憶體104的一部分。系統1之任一或每一模組或組件 

（例如' NFC組件120之任一或每一模組）可包括其自身處理電路及/或 

記憶體。替代地 ' 系統1之任一或每一模組或組件（例如' NFC組件 

120之任一或每一模組）可與NFC組件120之任一其他模組及/或裝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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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器102及/或記憶體104共用處理電路及/或記憶體。

如所提到 ' 裝置100之輸入組件110 （例如 ' 輸入組件110f）可包括 

觸摸式輸入組件，該觸摸式輸入組件可經由有線或無線匯流排118接 

收用於與裝置100之其他組件互動的觸摸輸入。此觸摸式輸入組件110 

可用以代替或結合其他輸入組件（諸如，鍵盤、滑鼠及類似者）將使用 

者輸入提供至裝置100。

觸摸式輸入組件110可包括觸敏式面板 ' 其可完全或部分透明、 

半透明、非透明、不透明或其任何組合。觸摸式輸入組件110可體現 

為觸控式螢幕、觸控板、充當觸控板之觸控式螢幕（例如，觸控式螢 

幕代替膝上型電腦之觸控板）、與任何其他輸入裝置組合或合併之觸 

控式螢幕或觸控板（例如，安置於鍵盤上之觸控式螢幕或觸控板）或具 

有用於接收觸摸輸入之觸敏式表面的任何多維物件。在一些實施例 

中，術語觸控式螢幕與觸控板可互換使用。

在一些實施例中，體現為觸控式螢幕之觸摸式輸入組件110可包 

括部分或完全定位於顯示器之至少一部分（例如，顯示輸出組件112a） 

上方、下方及/或內的透明及/或半透明觸敏式面板。在其他實施例 

中，觸摸式輸入組件110可體現為觸敏式組件/裝置與顯示組件/裝置整 

合之整合式觸控式螢幕。在其他實施例中，觸摸式輸入組件110可用 

作作為主顯示器的用於顯示補充或相同圖形資料之補充或額外顯示螢 

幕，及用以接收觸摸輸入。

觸摸式輸入組件110可經組態以基於電容性、電阻性、光學、聲 

學、感應性、機械、化學量測或可關於一或多個觸摸或在輸入組件 

110附近之近觸摸的發生量測之任何現象偵測一或多個觸摸或近觸摸 

之位置。軟體、硬體、韌體或其任何組合可用以處理偵測到之觸摸的 

量測以識別及追蹤一或多個示意動作。示意動作可對應於觸摸式輸入 

組件110上之靜止或非靜止、單或多觸摸或近觸摸。可藉由以特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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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觸摸式輸入組件110上移動一或多個手指或其他物件（諸如，藉由 

在基本上同一時間、鄰近地或連續地輕觸、按壓、擺動、摩擦、旋 

轉、扭轉、改變定向、以不同壓力按壓及類似者）來執行示意動作。 

示意動作可特性在於（但不限於）在手指之間或藉由任何其他一或多個 

手指的捏合、拉動、滑動、滑移、旋轉、彎曲、拖曳或輕觸運動。單 

一示意動作可藉由一或多個手、由一或多個使用者或其任何組合來執 

行。

如所提到，電子裝置100可驅動帶有圖形資料之顯示器（例如，顯 

示輸出組件112a）以顯示圖形使用者介面（「GUI」）180。GUI 180可經 

組態以經由觸摸式輸入組件110f接收觸摸輸入。觸摸式I/O組件110f體 

現為觸控式螢幕（例如，具有作為I/O組件114a之顯示輸出組件112a）， 

可顯示GUI 180。替代地，GUI 180可顯示於與觸摸式輸入組件110f分 

離的顯示器（例如，顯示輸出組件112a）±。GUI 180可包括在介面內 

特定位置處顯示之圖形元件。圖形元件可包括（但不限於）多種顯示之 

虛擬輸入裝置，包括虛擬滾輪、虛擬鍵盤、虛擬旋鈕、虛擬按鈕、任 

何虛擬使用者介面（「UI」）及類似者。使用者可在觸摸式輸入組件 

110f±之一或多個特定位置處執行示意動作，該一或多個特定位置可 

與GUI 180之圖形元件相關聯。在其他實施例中，使用者可在獨立於 

GUI 180之圖形元件之位置的一或多個位置處執行示意動作。在觸摸 

式輸入組件110上執行之示意動作可直接或間接地操縱、控制、修 

改、移動、致動、起始或通常影響圖形元件（諸如，在GUI內的游標、 

圖示、媒體檔案、清單、文字、影像之全部或部分或類似者）。舉例 

而言，在觸控式螢幕之狀況下，使用者可藉由在觸控式螢幕上之圖形 

元件上執行示意動作而直接與圖形元件互動。替代地 ' 觸控板通常可 

提供間接互動。示意動作亦可影響未顯示的GUI元件（例如，導致使用 

者介面顯現）或可影響裝置100之其他動作（例如，影響GUI、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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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業系統之狀態或模式）。可或可不結合所顯示之游標在觸摸式輸 

入組件110上執行示意動作。舉例而言，在於觸控板上執行示意動作 

之情況下，游標或指標可顯示於顯示螢幕或觸控式螢幕上，且可經由 

在觸控板上之觸摸輸入控制游標或指標以與顯示螢幕上之圖形物件互 

動。替代地，在直接在觸控式螢幕上執行示意動作時，在游標或指標 

正顯示於觸控式螢幕上或未顯示於觸控式螢幕上之情況下，使用者可 

直接與觸控式螢幕上之物件互動。可回應於或基於在觸摸式輸入組件 

110上之觸摸或近觸摸經由匯流排118將回饋提供至使用者。可以光學 

方式、以機械方式、以電方式、以嗅覺方式、以聲學方式或類似者或 

其任何組合且以可變或不可變方式傳輸回饋。

所描述之概念的進一步應用

雖然已描述用於推薦付款憑證之系統、方法及電腦可讀媒體， 

但應理解'可在決不脫離本文中所描述的標的物之精神及範疇之情況 

下對其進行許多改變。明顯預期由一般熟習此項技術者觀察、現已知 

或稍後設計的對所主張標的物之非實質改變等效地處於申請專利範圍 

之範疇內。因此，將一般熟習此項技術者現今或稍後已知之明顯替代 

定義為在所定義之要素的範疇內。

因此，熟習此項技術者應瞭解，本發明可藉由不同於所描述實 

施例之實施例實踐，所描述實施例出於說明而非限制之目的而呈現。

【符號說明】

1 系統

5 基於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

15 通信路徑

25 通信路徑

35 通信路徑

45 通信路徑

C192492PBX20170811C.docx -78-

104132275 表單編號 AO2O2 1063254021-0



1613602 106年08月11日 修正

55 通信路徑

65 通信路徑

75 通信路徑

85 通信路徑

93 通信路徑

95 通信路徑

100 裝置/電子裝置

101 外殼

102 處理器

103 應用程式

104 記憶體

106 通信組件

108 電力供應器

110 輸入組件

110a 輸入組件

110b 輸入組件

110c 輸入組件

110d 輸入組件

llOe 輸入組件

llOf 輸入組件

HOg 輸入組件

11 Oh 輸入組件

llOi 輸入組件

112 輸出組件

112a 輸出組件

112b 輸出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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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c 輸出組件

113 商家應用程式

114 輸入/輸出組件或輸入/輸出介面

114a 輸入/輸出組件

114a 輸入/輸出組件

114b 輸入/輸出組件

114c 輸入/輸出組件

114d 輸入/輸出組件

115i 輸入/輸出輸入資料

115o 輸入/輸出輸出資料

116 天線

118 匯流排

120 近場通信組件

121 標記或符號

130 近場通信裝置模組

132 近場通信資料模組

134 天線

136 近場通信增強器

140 近場通信控制器模組

142 近場通信處理器模組

143 近場通信低功率模式或電子錢包應用程式

145 安全元件

150 近場通信記憶體模組

151 非接觸式註冊服務小程式或應用程式

151k 非接觸式註冊服務存取密鑰

152 主安全性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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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a 憑證小程式

153b 小程式

154a 憑證補充安全性網域

154b 存取補充安全性網域

155a 存取密鑰

155a' 憑證密鑰

155ak 密鑰

155b 存取密鑰

155b' 憑證密鑰

155bk 密鑰

156k 主安全性網域密鑰

157 商家密鑰

158 控制當局安全性網域

158k 控制當局安全性網域存取套組

170 定位子系統

180 圖形使用者介面

181 文字指示

182 圖示

183 圖示

185 圖示

190 畫面

190a 畫面

190b 畫面

190c 畫面

191a 資訊

191b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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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c

191d

193

195

197

198

199

200

210

220

300

312

350

360

370

400

405

410

415

420

430

500

502

504

506

508

貢訊

資訊

購買提示

提示

憑證輸入項

驗證提示

付款提示

商家子系統

商家伺服器

商家終端機

獲取銀行子系統 

虛擬關聯表

金融機構子系統 

付款網路子系統 

發卡銀行子系統 

商業實體子系統 

資料

伺服器

授權回應資料 

應用程式商店

表

處理程序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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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512

600

602

604

605

606

607

608

610

611

612

613

614

616

617

618

620

621

622

623

624

626

628

630

652

步驟 

步驟 

處理程序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存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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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656

658

660

661

662

663

664

667

668

670

671

672

673

674

676

678

680

700

702

704

706

708

800

802

804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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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資料 

商家內容資料 

商家之線上資源 

潛在交易資料/商家內容資料 

安全元件憑證資料

經加密安全元件憑證資料 

經加密商業實體憑證資料 

商業實體交易資料 

經加密商家憑證資料 

商家交易資料 

基於線上之通信 

基於線上之通信 

確認資料 

付款資料 

授權請求資料 

授權回應資料 

授權回應資料 

授權回應資料 

處理程序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處理程序 

步驟 

步驟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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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方法，其包含：

在包含一安全元件之一電子裝置處，該安全元件包含至少一 

個付款憑證：

存取指示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之憑證可用性資料；

存取與一商家子系統相關聯之商家內容資料，其中該商家 

內容資料指示相對於一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對一第一類型之 

付款憑證之一偏好；及

基於該所存取之憑證可用性資料及該所存取之商家內容資 

料呈現付款推薦資料，其中：

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包含該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而非該 

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及

該所呈現之付款推薦資料包含指示該第一類型之付款憑 

證之資訊。

2.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進一步包含，在該電子裝置處，存取使用 

者偏好資料，其中該呈現包含基於該所存取之憑證可用性資 

料、該所存取之商家內容資料及該所存取之使用者偏好資料而 

呈現該付款推薦資料。

3.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存取該商家內容資料包含：藉由於該 

電子裝置上執行之一線上商家應用程式接收該商家內容資料 。

4.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存取該商家內容資料包含當該電子裝 

置在該商家子系統之一特定實際距離內時接收該商家內容資 

料。

5.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所呈現之付款推薦資料包含先於該第 

二類型之付款憑證而推薦使用該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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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所呈現之付款推薦資料包含指示該第 

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該資訊而非指示該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之 

資訊°

7.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

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包含該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及一第三類 

型之付款憑證；

該所呈現之付款推薦資料進一步包含指示該第二類型之付款 

憑證之資訊而非指示該第三類型之付款憑證之資訊。

8.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所呈現之付款推薦資料包含指示該第 

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該資訊及指示該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之資 

訊。

9.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所呈現之付款推薦資料包含描述使用 

該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益處的資訊。

10.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所呈現之付款推薦資料包含描述使用 

該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而不使用該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之益處 

的資訊。

11.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所呈現之付款推薦資料包含用於佈建 

該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至該安全元件上之一可選擇選項 。

12. 如請求項8之方法 ' 其中指示該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之該資訊係 

指示該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不可由該商家子系統使用。

13. 一種電子裝置，其包含：

一通信組件，其經組態以自一商家子系統接收商家內容資 

料；

一安全元件，其經組態以：

儲存至少一個付款憑證之憑證資料；及

產生指示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之每一付款憑證的憑證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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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資料；

一應用程式處理器'其經組態以基於來自該通信組件之該商 

家內容資料及來自該安全元件之該憑證可用性資料而產生付款 

推薦資料；及

一輸出組件，其經組態以將該付款推薦資料呈現至該電子裝 

置之一使用者，其中該付款推薦資料包含描述使用一特定付款 

憑證之一益處的資訊，及其中該商家內容資料包含描述使用該 

特定付款憑證之該益處的該資訊。

14. 如請求項13之電子裝置，其中該益處與在與該商家子系統之一 

交易中使用該特定付款憑證相關聯。

15. 如請求項13之電子裝置，其中該商家內容資料指示對一特定類 

型之付款憑證之一偏好。

16. 如請求項13之電子裝置，其中該通信組件經組態以經由一基於 

無接觸接近性之通信接收該商家內容資料。

17. 如請求項16之電子裝置，其中：

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包含該特定付款憑證；

應用程式處理器經進一步組態以回應於該付款推薦資料之該 

呈現而接收該特定付款憑證之一選擇；

該安全元件經進一步組態以基於該所接收之選擇使用該所儲 

存之憑證資料而產生交易資料；且

該通信組件經進一步組態以將該交易資料傳輸至該商家子系 

統。

18. 如請求項13之電子裝置，其中：

該應用程式處理器經進一步組態以執行與該商家子系統相關 

聯之一線上資源；且

該通信組件經組態以當該應用程式處理器正執行該線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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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該商家子系統接收該商家內容資料。

19. 如請求項13之電子裝置，其中該應用程式處理器經組態以基於 

來自該通信組件之該商家內容資料及來自該安全元件之該憑證 

可用性資料以及與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相關聯之使用者偏好資 

料而產生該付款推薦資料。

20. 如請求項13之電子裝置，其中該商家內容資料隨時間而改變。

21. 如請求項13之電子裝置，其中該付款推薦資料進一步包含指示 

另一特定付款憑證之資訊。

22. 一種非暫時性電腦可讀媒體，其包含記錄其上之用於執行以下 

操作的電腦可讀指令：

衽一電子裝置處存取指示該至少一個付款憑證之憑證可用性 

資料；

在該電子裝置處存取與一商家子系統相關聯之商家內容資 

料，其中該商家內容資料指示相對於一第二類型之付款憑證對 

一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之一偏好；及

在該電子裝置處基於該所存取之憑證可用性資料及該所存取 

之商家內容資料而呈現付款推薦資料，其中該所呈現之付款推 

薦資料係指示對於該第一類型之付款憑證較該第二類型之付款 

憑證之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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