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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專欄 

建構「網路一體、協同參與、主動服務」的

電子化政府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資訊長  戴豪君 

壹、 前言 

為了提供民眾真心、感動的服務，落實創新便民目標，政府近年來不斷的    

改造整體服務型態。希望透過創新服務思維、整合業務流程、修訂法規、結合    

資訊技術，發展出與時俱進的作業方式。在以最少的經費為民眾做最多事的目標

下，政府機關積極整合共用資通訊資源，並且參考先進國家推動電子治理經驗，

融入民眾參與公共政策的建議，以利精準的推展良善治理及優化公共服務。 

本會因應民眾需求，深化改造整體政府資訊服務，提升政府資訊服務量能，

期許能達到民眾對政府的期望。以下就本會推動相關資訊作業之進程，分述於  

後章節。 

貳、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規劃與推動 

行政院為落實馬總統政見，達成「活力經濟、永續臺灣」願景，提出「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2009-2016）」。其中「智慧台灣計畫」係以推動建構智慧型

基礎環境、發展創新科技化服務、提供國民安心便利的優質網路環境為主要    

目的，本會統籌推動該計畫的電子化政府業務，提出「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

（101 年至 105 年）」。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以主動全程服務為規劃重點，以增進為民服務    

品質、提升政府運作效率、並兼顧社會關懷與公平參與等三面向為核心；共提出

「政府雲端應用服務」、「基礎資料庫擴增」、「主動全程服務」、「行動電子

化政府」、「結合社會網絡」、「e 化服務宅配到家」六項旗艦計畫（圖 1）。

其核心理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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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六旗艦 

 延續電子化政府 DNA，提升民眾服務滿意度 

以使用者角度進行思考，民眾可以依個人需求自定所需服務與取得管道

（包括網站、智慧型手機、即時通訊等），使政府服務更貼近民眾的需求。     

以今(102)年協助臺東縣東河鄉之「都蘭智慧部落」為例，為打造偏鄉地區民眾

無線網路應用環境，於今年 1 月起，本會以試辦、示範方式協調臺東縣政府在

都蘭村內人口密度較高區域，優先建置及強化 iTaiwan 免費無線上網環境，   

形塑全國熱點最普及的部落。都蘭村村民可在社區活動中心、村民服務處等  

使用免費無線網路，上網查詢政府資訊，或以智慧型行動裝置下載使用「臺東

e 指通便民 APP」等政府行動應用服務。村民透過 App 即可查詢人民申請案件

進度，或利用縣民信箱表達意見等，應用免費便捷的無線網路，增進公民參與

溝通效率的應用。 

而在手創特色書包聞名全國的都蘭國小及都蘭國中，學生在校內上課時 

可以使用無線上網查詢課業資料。下課後可以到東河鄉立圖書館借用平板   

電腦，搭配無線上網使用各種益智教育 App 應用程式，或利用台東縣線上教學

平台進行遠距課後教學，讓教育資源無遠弗界。 

 強化政府運作管理，倡導機關合作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落實資訊改造及流程改造，檢討設計為民服務流程，  

鼓勵機關分享所用的資訊，以銜接現有個別機關片段化的服務。例如本會推動

的 e 管家服務，整合 80 餘個機關(構)對民眾提供之訊息，包括公告、新聞等    

消息以及個人或家戶的水費、電費、電話費、停車費等訊息。e 管家服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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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推播到民眾電腦、手機中，讓民眾無須費時造訪不同網站查詢資料，只要

一個畫面就可以統整所要的資訊。今年 5 月開始推動在地資訊服務(LBS)，讓民

眾在各地活動時能得到所在地的各項訊息。 

 活化公平政策參與，實現永續經營 

經由整合地方政府資源，善用民間力量機制，深入及擴散政府服務宅配到

家，持續創造偏鄉數位學習及社區發展。應用 Web 2.0 的機制，讓民眾對政策

與服務有更多的參與。例如本會協同高雄市勞工局推行小勞男孩向前行粉絲 

專頁，參與 Web 2.0 應用服務，適時公布勞工關心的權益訊息，得到粉絲廣大

迴響。又如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提供的中市稅輕鬆粉絲專頁，讓稅務資訊  

不再生硬並與粉絲互動交流，頗獲好評。而臺北市大同區公所的當我們同在  

一起粉絲專頁，颱風期間即時發布訊息，粉絲收到後馬上使用手機回應。這些

應用均讓民眾感受到政府的服務用心。 

參、 政府資訊改造與服務創新策略 

一、 政府資訊改造推動情形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進程，本會制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

手冊」，並依據其中資訊移轉及系統整合作業，以資訊服務無縫移轉及資訊   

資源向上集中之資訊改造原則，推動各部會運用新興技術發展便民服務應用。 

(一)資訊服務無縫隙移轉： 

本會已協助行政院本部、外交部、國防部、法務部、文化部、財政部、

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客家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僑務委員會、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中央選舉

委員會、故宮博物院、中央銀行、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等機關順利達成無縫隙移轉。其他部會及所屬配合立法進度，推動分階段

施行資訊改造，本會將持續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

所定原則，協助部會資訊服務整併移轉。 

(二)資訊單位法制化： 

中央二級機關資訊單位全面法制化，原則各部會均設處、室、科，     

資訊資源向上集中，以新部會架構整併所屬機關資訊基礎設施及共用行政

資訊系統。視機關業務需要，已於個別組織法明訂雙軌進用條文，以增加

機關用人彈性。例如教育部組織法第 7 條規定，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之

司長職務，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教授之資格聘任；國立故宮博物

院組織法第 7 條規定「本院處長、副處長、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等職務，得準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科長得由副研究員或

編審等相當職務人員兼任」。 

部會所屬機關未設置資訊單位之資訊業務，係由上級機關以派駐    

方式，指派專人於機關以部會整體觀點統籌機關本身及所屬資訊業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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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定期輪調機制培養資訊同仁跨機關業務之熟悉度，有利未來職能發展

與跨機關協同合作及業務推動，亦即仍有資訊人員於機關推動資訊業務。 

(三)資訊資源向上集中： 

本會推動資訊資源集中整併至部會，以統籌運用部會整體資訊資源，

進行部會及所屬資訊業務的整體規劃及推動。發展創新性、全程性電子化

政府服務，經由資訊資源共用共享，減少所屬機關重複投資，以發揮資源

運用最大效益。 

本會率先將行政院及所屬委員會共構機房逐步提升為雲端資料中心，

於共構機房之基礎上，提供機關可透過隨選即用(service on demand)、資源  

自動擴展等雲端特性特務，強化機關資訊系統之穩定性及服務水準，提升 e

化服務品質。後續本會將雲端資料中心之營運經驗移轉至其他部會，協助

政府機關加速達成機房減量及節能減碳之目標。 

二、 政府資料開放與巨量資料(Big Data)應用 

行政院依據「主動開放，民生優先」、「制定開放資料規範」、「推動共

用平台」、「示範宣導及服務推廣」等 4 大焦點策略，推動政府資料開放。      

行政院於 102 年 2 月 19 日核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

則」，由行政院科技會報政策指導、本會負責協調推動。 

第一階段各部會已於 102 年 4 月開放包括空氣品質即時監測資料、食品  

安全檢驗不合格資料、郵局 ATM 分布位置等 200 餘項資料集，其中包含生活

地圖、生活品質、藝文活動、觀光旅遊及災害防救等與民眾生活相關主題。    

截至 7 月止累計瀏覽次數達 18 萬人次，資料集累計下載次數達 10 萬人次。 

例如，「災害防救」為全民關心的課題，為利全民參與，發揮集體智慧     

共同防災，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交通會、經濟部、內政部與原能會等部會

特就各自主管災防業務以開放格式提供相關資料集，並集中列示於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圖 2)。102 年 7 月 Google 台灣分公司應用政府開放的防災即時資訊

製作臺灣版的 Google Crisis Map。希望經由 Google 的運用為開端，激起更多  

創意，活用政府資料。 

第二階段各部會將持續依個案檢視相關法規合宜性、瞭解網路應用潛在需

求，增加開放資料集項目。將於 102 年 12 月底前各部會以提供開放資料集 50

項為目標，先穩建起步後再逐步擴大，建立政府資料開放文化。 

資料開放可創造政府以及業界資訊服務新價值，然而，對於現有政府資料

以及存在於社會各處與網路世界的巨量資料，其所隱含的大量訊息、知識及  

價值，可善用現代資訊技術來萃取其中資訊，讓政府可以更精準瞭解民眾的   

需求及行為模式或偏好意象，以活用於公共決策及創新服務推廣應用。 

我國不論公私部門均已累積相當龐大使用者資訊內容，已具有巨量資料 

分析之環境基礎。本會統籌規劃電子化政府服務，相當重視資訊的價值，已   

著手規劃創新電子化政府服務質量。善用巨量資料分析，擴大公私部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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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者為中心，精確回應使用者需求，期可進一步助益政策規劃，提升政府

決策品質與使用者滿意。 

 
圖 2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首頁(data.gov.tw) 

三、 雲端運算應用與行動服務創新 

(一) 雲端運算應用： 

配合行政院「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之調整，政府雲端服務將以    

兼顧「應用價值」及「產業與經濟產值」為發展方向，並針對民眾有感之

應用服務優先推動。行政院科技會報擬定五大發展策略，包括：推動民眾

有感應用、建構創新應用之開發能量、奠定系統軟體基礎、落實雲端基礎

建設以及發揮綠色節能效率。 

行政院成立「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指導小組」，由張政務委員    

善政擔任召集人，下設「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分由     

本會負責政府雲端應用推動，經濟部負責雲端產業發展推動。 

為讓民眾有感及善用雲端科技達成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之政策目標，  

目前主要重點計有 13 朵雲(圖 3)。本會在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協調   

部會合作推動建置環境資料庫（環保署-環資雲）及防救災應用（內政部    

資訊中心、內政部消防署）等。希望將與民眾切身相關或民眾關心的資訊，

如空氣品質、紫外線指數、沙塵暴、水災、風災、土石流等訊息，透過       

跨機關資料的匯集及分析，主動將災害訊息通報民眾，即時遠離避免傷害。 

 

 

http://dat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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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政府雲推動重點與現況 

(二) 行動服務創新： 

就行動化服務部分，為使各機關開發行動化服務著重優化使用者經

驗、提升跨機關服務效能。行政院於 101 年 1 月 2 日核定「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各機關將依循一致之作業原則，開發創

新為民行動化服務。截至目前為止，各機關提供至少已達 350 項的行動化應

用軟體(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以旅遊、交通及公共資訊類為大宗。 

為便利民眾取用政府 App，本會於政府入口網成立「行動服務」專區

(app.www.gov.tw)，蒐集各政府機關 App 資料，方便民眾查詢所需軟體，     

並引導民眾安裝於行動載具。為進一步推廣政府機關 App，本會運用「政府

機關行動化應用軟體推廣聯播服務」，串連各機關行動應用軟體進行聯播，

共同推廣各政府機關行動化服務，方便民眾快速有效的取得各機關之行動

化服務，截至 102 年 7 月已有 28 項行動應用軟體加入聯播服務。 

配合 101 年 11 月 8 日行政院第 3222 次院會通過之「政府資料開放」    

政策，協調各機關優先開放政府資料提供民間加值應用及發展行動應用  

軟體。期能結合及運用民間之創意，發展多元化之行動應用軟體，帶動    

民間資服產業的發展及政府行動化服務之創新，達成政府、民眾、產業    

三贏之局面。 

(三) 無線網路免費提供： 

為使民眾享受便利地無線上網服務，本會於 100 年 10 月 7 日啟動「推

動中央政府主管公共區域提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試辦計畫」，在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公立學校與事業機構等民眾洽公場所、熱門旅遊景點及大眾   

運輸節點等，建置 WiFi 上網環境，提供「iTaiwan」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http://app.ww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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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2 年 6 月止，累計熱點數達 4,400 餘處，註冊人數超過 150 萬人，      

累計使用人次亦超過 2,200 萬人次。 

此外，為提供境外旅客容易取得且方便的上網環境，現已開放境外   

旅客來台可申請 iTaiwan 大大提升我國觀光服務形象，並成為吸引觀光客的

來訪因素之一。境外旅客來臺觀光，從桃園國際機場入境後，即可在機場

大廳內觀光局服務櫃台或全國各地火車站、觀光景點的旅遊服務中心，   

憑護照立即申請 iTaiwan 帳號。旅客可享受長達 14 天的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查詢觀光旅遊資訊、進行即時通訊，將在臺灣的旅遊照片或心得上傳

Facebook 等。自 5 月 21 日正式啟用至 7 月底止，累計使用這項服務的境外

旅客已達 51,366 人。 

境外旅客不但可持 iTaiwan 帳號使用遍布全臺 iTaiwan 熱點來開始無線

上網。更可透過 iTaiwan 與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等地方政府用

戶帳號雙向漫遊機制，暢遊於 TPE-Free、New Taipei、iTaichung 及 Tainan-WiFi

全國共計 1 萬餘處熱點，一組帳號走遍臺灣使用免費無線上網。 

未來配合政府行動化服務發展目標，本會將持續協助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及各級地方政府廣設無線上網熱點，建構綿密之無線網路環境。並   

透過無線上網基礎建設遞送創新之適地性行動化應用服務，達成「行動   

服務無疆界，全民智慧好生活」之願景。 

四、 e 化服務宅配到家與電子查驗 

在行動載具的快速發展及無線網路覆蓋率逐漸完備下，為落實政府照顧 

偏遠及弱勢族群政策，本會協調中央相關機關與地方政府，透過基層機關公務

人員主動提供網路便民服務。創造全民參與社會運作機會，並將試行成果逐步

移由中央主管機關（如內政部等）或地方政府持續辦理。 

本會現正試行以新北市新店區公所、彰化縣彰化市公所、花蓮縣玉里鎮  

公所及臺東縣東河鄉公所等 4 個示範公所及其上級直轄市及縣政府，深化及 

擴散不同面向的資訊向上集中及行動服務。以彰化市公所為例，里幹事接到  

申請低收入戶到宅服務的案件，抵達後發現一家六口僅靠先生收入過活，其中

二名幼兒因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無法上幼兒園。里幹事在民眾家中現場協助申請

社會相關福利，讓民眾即時獲得政府關懷與資源。相信透過政府主動關懷、   

提供行動到宅服務，可擴散服務族群至其他如獨居老人或卧病在床的身心障礙

人士，提升政府服務品質與民眾滿意度。 

行動服務有賴於後端資訊系統整合及作業流程之調適，才能達成一處收件

全程服務之目標。本會正推動免附繳書證謄本，在各機關資訊作業基礎上，   

擴大以電子查驗方式取代紙本驗證及後續歸檔作業。，不但提供民眾有感的  

創新服務，更能大幅簡化政府的行政負擔。(圖 4) 

 



 
8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10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圖 4 跨機關電子查驗預期成果(左圖為現行作業程序，右圖為流程改造後) 

除為民服務的業務流程整合以及謄本減量之外，機關內部作業效率提升亦

不可或缺。機關紙本公文簽核作業影響機關內部效率的提升，其中以紙本發票

核銷作業最為繁複，包括金額查核、逐級審核簽名等作業。為提升機關內部   

作業效率，本會協調財政部及主計總處推動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與「政府歲

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GBA）」整合介接。102 年 5 月起財政部及主計總處     

試辦政府機關電子核銷作業(以下簡稱電子核銷)，承辦人員只要登入會計系統

點選將核銷之電子發票，執行線上申請。主計人員亦線上審核支付款項；審計

人員也得以瀏覽查詢特定機關之電子發票相關資料。(圖 5) 

本會除協助跨機關協調外，亦將參加試辦作業，並提供試辦成果予機關  

參考。未來將由主計總處統籌規劃，結合相關收據及書據電子化作業(如整合

高鐵電子票據等)，擴大推動電子核銷，以促進公務部門行政流程改造。 

 

圖 5 電子核銷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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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從電子政府邁向電子治理 

我國電子化政府成效屢獲國際評比肯定，使用率日增，使用者滿意度亦逐年

成長，整體表現亮眼。因應資通訊科技發展趨勢，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亦   

著重於行動化、個人化應用與全程服務，以達成提供跨域優質服務、建構綠能   

共享環境及促進公平參與機會等 3 大目標。 

隨著國際化及數位公民興起等環境變化，電子化政府的發展從「公共事務   

管理」到「公共服務創新」，並逐漸推向「公共價值創造」的目標。透過電子化

政府服務創造資訊科技公共價值(Public Value of IT, PVIT)是我國政府服務創新及

提升國家競爭力不可或缺的要件。我國推動良善電子治理，以資訊透明

(Transparency)、民主課責(Accountability)、公民參與(Participation)、服務效能

(Efficiency)為核心，整合跨專業領域研究及服務資源，並建構跨國網路社會進展

資料庫，持續紀錄我國電子化政府績效與發展歷程，包括「電子治理指標」、「電

子治理資料庫」、「電子治理中英文獻資料庫」、「臺灣電子化政府大事紀」等，

促進各界交流互動並共享經驗。透過國際合作交流，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例如

在 2012 年參與世界網路計畫並與各會員國代表進行數位國家治理意見交換。   

參與由日本早稻田大學 Dr. Obi 主持 APEC 跨國合作研究計畫「Extension of APEC 

e-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並發表我國研究成果及相關經驗。更透過跨國   

政策變化追蹤研究合作，推展政府資料開放並善用巨量資料分析等，以強化政府  

電子治理政策立論基礎。透過串聯中央地方及民間組織力量，增進各界意見交

流，落實我國電子化政府政策，推展良善治理與優質公共服務。(圖 6) 

 

圖 6 我國電子治理重點目標 

伍、 結語 

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 10 餘年以來，已獲得國際評比、國內民意調查的肯定，

顯示我國電子化政府推動已具相當成效。為達更佳管理效能、提供人民有感與  

感動的服務，應配合網路發展特性以及民眾需求，政府進行跨機關資訊流程的  

整合提供電子查驗服務，免除民眾提供紙本證明之不便，電子核銷等措施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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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流程改造的重點工作，另亦須加速行動通訊隨手可得、個人客製化等應用，

以民眾需求觀點提供全程網路化服務。 

面對資訊科技與社會環境的快速發展與變遷，為提供全民優質生活，政府   

須以使用者為中心，藉由創新科技的應用，提供智慧服務，促進社會網路發展及

活絡，強調綠能共享的概念，有效利用資訊資源及人力，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同時落實政府照顧偏遠及弱勢族群政策，主動迅速的提供電子化政府網路便民  

服務，完成政府與民眾最後一哩的服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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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訊－資訊政策 

●政府共通組態設定推動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第 24 次委員會議報告案二決定事項(一)：鑒於資安

威脅日益廣深，各機關應儘早導入政府共通組態（GCB）設定。各部會務必於本

（102）年底前，完成 Windows7 及 IE8 環境導入政府共通組態（GCB）設定及現行

系統取得 ActiveX 簽章等作業；對於新建置之客製化軟體，則應將 ActiveX 安全性

檢測（至少含弱點掃描、源碼檢測及滲透測試等必要項目）納為專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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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改造訊息 

●102年 7月 23日衛生福利部正式掛牌成立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衛生福利部整合行政院衛生署原有衛生業務、內政部

社政業務及教育部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全部業務，於 102 年 7 月 23 日正式掛牌成

立，邁向衛生福利部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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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系統整合 

●內政部營建署工程管理資訊整合系統建置與推動 

壹、 前言 

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簡稱本署)本署各工程業務單位為有效管理各項重大工程

建設計劃辦理情形，自民國 88 年起陸續建置獨立運作之工程管理資訊系統，辦理

計畫控管作業，包括「道路工程運籌管理資訊系統」、「下水道工程建設資訊管理

系統」與「工務管理系統」等。 

相關系統建置對於計畫承辦部門而言，在資料彙整與辦理情形掌握方面確實

有效提升作業效率，然而各工程管理系統獨立運作，系統間缺乏整合運用，對於

督考人員與業務執行之基層同仁造成下列問題： 

(一)配合各項決策需求，所須提供之報表，因資料收集形式差異，分析困難。 

(二)資料未彙整時，對限期、限時填報之資料，常需填報多套系統，基層工作不

勝負荷。 

(三)相關業務系統未能整合，資料分散各處，彙整困難。 

(四)資料分散，無法確保一致性，以致失真，形成管理落差。 

為改善各單位以業務角度開發之系統，並減少上述問題，提供管理階層     

高效率、高品質之決策資訊，避免重複填報而浪費行政資源，本署於 98 年起進行

跨部門協調規劃工程管理資訊系統整合計畫，以工程生命週期資訊流為主軸，從

規劃、設計、採購、施工到營運，強化業務之行政標準作業程序(SOP)與工程資訊

流規範，將現行各業務系統，參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公共

工程資訊交換標準」推動之 G2G 及 B2G 業務，並將縣市政府、營造廠及工程會    

標案管理納入，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該計畫業於 99 年 12 月完成建置

並推動上線運作；系統包括整合本署道路工程組「道路工程運籌管理資訊系統」、

下水道工程處「下水道工程建設資訊管理系統」、工務組「工程管理系統」、技正

室「標案管理系統」與主計室「工程帳務管理系統」等資訊系統，並與工程會     

「標案管理系統」進行資料交換。 

系統使用單位包括本署總工程司室、技正室、主計室、道路組、建築組、      

工務組、下水道工程處(含北、中、南各區分處)、北區工程處、中區工程處、南區

工程處與各受補助之縣市政府等。 

貳、 系統規劃理念 

為使系統建置成果能夠符合使用所需並產生整合效益，茲將本署規劃系統之

相關理念詳述如下： 

一、  建立資訊化作業標準程序  

將系統與程序結合成為業務的一部分，是推動系統成功的不二法門。

採用相互參考方式研擬系統化作業程序，以完成 SOP，並依此規劃系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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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程序與系統程序整合。將業務與系統整合透過 STEP by STEP 及標準作業

程序(SOP)降低學習曲線，使系統可以正常運作並成為計畫管理之必要業務

資訊系統，亦可因應人員更替及新進同仁上線使用作業之參考。 

規劃期間依據本署辦理工程業務特性分析，彙整各業務單位各類型  

工程，依據工程執行方式區分為署自辦工程、署代辦工程、補助地方辦理

與補助辦理促參工程等四類，並據以發展各類工程之資訊化標準作業程序。 

相關資訊化管理制度建立，乃利用業務流程重組(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方法，引用檢視工作需求與各使用單位之工作設計執行內容

及工作流程為主，建立作業流程資訊化標準作業程序，本計畫 BPR 工作    

需求相關執行步驟，規劃如下圖： 

管理資訊化BPR作業流程

準備期 評估期 設計期 導入期

業務訪談

BPR作業小組
成立啟動

作業流程盤點

重要作業流程
確認

流程現況作業模
式書面化

流程分析與改善
方向釐清

建立資訊化
標準作業程序

依據作業手冊
建構資訊系統

圖 1 管理資訊化 BPR 作業流程 

 業務訪談：透過相關部門承辦人員訪談，瞭解與確認各單位於計畫   

管理作業及配合情形，以利掌握管理需求全貌。 

 成立啟動：建立 BPR 小組，採會議方式說明作業模式、預期進度、     

應配合事項，使後續工作易於進行。 

 作業流程盤點：透過說明及填寫盤點表，討論達成共識，全面盤點    

各相關單位之作業流程，找出同仁關心的重要作業流程，作為後續   

改善重點。 

 重要作業流程確認：透過訪談、問卷及流程圖之繪製，釐清重要資訊

產出之關鍵流程，並做為後續改善及重新設計作業活動及流程之參考。 

 流程現況作業模式書面化：依據流程現況內容進行書面文件化作業。 

 流程分析與改善方向釐清：依據訪談或問卷結果，透過流程圖之繪製，

經由流程改善專家調整與規劃，建立資料投入與產出需求。  

 建立資訊化標準作業程序：依據相關彙整成果建立資訊化標準作業  

流程，進行討論及確認，並修訂完成標準作業程序規範(SOP)。 

 建構資訊系統：依據資訊化標準作業程序規範(SOP)，開發建置資訊  

系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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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成果包括各項相關工作資訊化作業內容說明、系統作業流程圖、

各作業功能需收集之資料欄位清單與格式等內容，參考資料如下圖 2 

資訊化標準作業程序規範文件參考範例： 

 

公路挖掘裁罰系統作業流程圖

工務段 工程處總局系統管理

空白處分書
列印

發送空白
表單

至工程處

現場裁罰
開單

現場裁罰
開單

裁罰案件登錄

列印通知書

裁罰案件登錄

列印通知書

註銷
通知時
註銷

Y

審查

註銷

列印處分初稿

陳述時
註銷

N

列印處分初稿

陳核作業

註銷
陳核時
註銷

確定處分列印處分書

印錯

處分書註銷
重印

Y

繳款書上傳

N

通知時註銷

註銷

Y

N

 

 

 

圖 2 資訊化標準作業程序規範文件參考範例 

二、  參考公共工程資料交換標準 (G2G/B2G)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提出之

『公共工程資訊系統計畫』，期藉由公共工程電子化推動機制之建立，整合

公共工程產、官、學、研各界之資源，共同推動建立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

各階段電子化之資訊標準，使公共工程之資訊得以交換共享，降低廠商   

電子化作業成本，增進工作效率，促進營建產業電子化應用，該計畫中    

制定公共工程資料交換標準包括 G2G（工程主辦機關對管考機關）及 B2G

（承辦廠商對工程主辦機關）等兩大部分，並依此資料交換標準，導入    

系統資料交換功能開發參考。建立對內與對外跨系統資料交換之運作機制。 

本計畫依據上述資料交換標準作為工程資料交換標準之規範，利用

G2G 標準，解決署辦與署代辦工程與工程會、補助地方辦理工程與縣市    

政府間之資料交換問題，利用 B2G 標準，處理與顧問公司或施工廠商間   

施工資訊交換需求。另針對本署各工程業務系統與工程帳務系統資料    

交換，則以公共工程資訊交換標準為基礎，針對資料交換標準中未涵蓋的

內容進行資料格式擴充，以滿足本署各工程資訊之流通。 

資料交換方式則依據工程會公共工程資料交換標準之建議，採用 Web 

Service 介面進行資料交換，並透過自動交換機制之運作，使得工程主辦   

機關免除重複填報並節省人力，且可以在其系統中先行篩選資料以符合  

管考機關要求。另交換作業之系統管理部份，提供彈性處理 XML 規格，盡

量不要修改程式，提供管理畫面，查詢資料轉換 Log 及設定資料傳輸權限。 

三、  規劃決策支援應用 (DSS)  

資訊系統建置同時進行資料收集，其目的不外乎資料快速查詢與資料

統計分析，為達成本計畫系統資料庫整合後提升本署工程管理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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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及主管決策依據，本計畫導入決策支援系統(DSS)規劃模式，以建置   

符合本署需求之工程管理決策資訊，相關規劃建置作業程序如下表 1  決策

支援規畫建置程序表： 

表 1  決策支援規畫建置程序表 

項次 執行作業 執行方式 內容 

一 確定 DSS 的需求 DSS 小組建立 定義 DSS 的目標 

二 擬定工作計畫 

1.DSS 的評估與發展 

2.DSS 的組合與優先

順序 

1-1 進行調查分析，決定 DSS

應用的需求 

1-2 擬定發展 DSS 的階段及 

系統規劃 

2-1 找出 DSS 對組織之關鍵 

成功因素（CSF） 

2-2 考量和現有的 MIS 及資

料的相容性 

三 資料統計分析 1.倉儲規劃 

2.倉儲設計 

3.資料整合 

4.報表設計 

1-1 將基本資料轉成多維度

的分析模組 

2-1 設計出合適的資料模式 

結構 

2-2 依據不同的職務角色，  

設定不同的存取權限 

3-1 將原始資料轉換成資料

倉儲可以接受的資料  

格式 

4-1 建立報表範本 

透過上述決策支援資料產出程序除可作為系統資料欄位規劃參考外，

亦可加速後續資料倉儲建構時間，除例行性制式報表功能外，再佐以系統

提供之資料彈性查詢介面，滿足臨時性要求之報表資料產出與統計分析。 

參、 系統架構 

依據規劃，整合各單位既有之工程管理資訊系統，推動建構工程資訊交換   

平台，運用此交換平台進行資料交換與串接機制，整合現有各業務單位獨立之   

工程管理(帳務)系統以及外部單位工程管理相關資訊，並透過此平台之整合資訊  

提供決策支援所需之相關資料，以保持資料正確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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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工程管理系統整合計畫

決策管理單位
(署長/總工/技正)

工程業務管理單位
(道路/建築/水工/
工務/工程處/工務所)

工程資訊交換中心
(共同資料庫/
工程履歷資料)

外單位及承商
(工程會/縣市政府/技術

顧問/營造廠)

工務管理
資訊串接

(道路組計劃)

工務管理
資訊串接

(水工處計劃)

工務管理
資訊串接

(建築組計劃)

會計資料
交換功能

G2G
資料交換

G2G
資料交換

工務管理
資訊轉出

(署辦/署代辦)

建構於營建署工務
管理系統中功能

4.

建築組
工程管理系統

1.

水工處
工程管理系統

3.
工務組

工程管理系統

道路組
工程管理系統

涵蓋署辦/署代辦/署委
辦/地方辦/BOT工程資料

縣市政府
工程管理系統

建構於營建署工務
管理系統中功能

工程會
標案管理系統

營建署
工程資訊交換

平台

會計室
帳務系統

技術顧問機構
營造廠

B2G
資訊交換

決策支援系統

營建署
工程處/工務所

WEB
填報
查詢

2.

5.6. 7.

:本署現有系統

:本署預定開發系統

:查詢資料流
:內部維護資料流

:外部交換資料流

:署外整合系統

:系統整合單位

 

圖 3 內政部營建署工程資訊管理系統整合架構圖 

本計畫以整體觀點規劃集中式整合平台，於工程資料交換平台中建構共同  

資料庫，將本署目前各現行運作之工程管理系統透過溝通介面進行資料存取，以

減少重覆資料儲存，外單位資料則透過批次資料交換方式處理。 

本系統乃整合平台中共同資料庫與相關之資料交換模組，架構規劃如下圖 4 

內政部營建署工程資訊交換平台模組化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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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資料庫

會計室
工程帳務管理系統

道路組
工程計畫
管理系統

技正室
標案查詢系統

履約爭議資料

品管查核資料

2億元以上工程發佈模組

異常管理模組

水工處
工程計畫
管理系統

系
統
單
一
入
口
管
制

資料交換模組

系統維護(權限)管理模組

工程會
工程標案管
理系統

縣市政府
工程管理
系統

技術顧問
機構
營造廠

計畫管理

全程要徑資料

帳務資料交換元件

工程資料存取控制
元件

G2G資料交換元件

B2G資料交換元件

工務管理資料

工程資料

規設資料

施工日報資料 估驗紀錄

工程成果

營建署工程資訊交換平台

招標發包資料

資料查詢及報表模組

規劃

設計

發包

施工

圖
文
資
料

估驗電子化
模組

行動查詢
工具

 

圖 4 內政部營建署工程資訊交換平台模組化架構圖 

「工程管理資訊整合系統」主要功能包括： 

(一)單一入口管制：由於工程管理整合資訊系統服務對象包括署內與署外人

員，針對署內人員可整合本署員工入口網進行單一登入，減少同仁記憶帳

號密碼之負擔；署外人員則可透過自然人憑證認證機制，登入系統平台使

用授權之功能。 

(二)共同資料庫管理子系統：包括計畫資料部分，針對年度預算資料，包含公

務預算與特別預算管理等，並處理包括年度預算、保留款等預算分配、預

算調整與執行控管等作業。各工程成立標案部分，包括基本資料、經費來

源、預算管控、工作控制點、施工進度、估驗作業、工作日誌、驗收紀

錄、查核缺失紀錄及施工照片等資料收集功能，並可整合各業務單位相關

工程管理系統運作。 

(三)資料交換子系統：結合本署工程帳務系統資料交換，並運用 G2G 資料交換

標準建立與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間資料介接管道，提供包括資料下載與上

傳等功能。並建立 B2G 資料交換，提供施工單位介接現場施工日誌資料。 

(四)決策支援子系統：自訂查詢與線上樞紐分析功能，提供使用者資料查詢與

發布，並透過異常管理與預警提醒功能，提供管理單位執行管考與郵件發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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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估驗電子化工具：估驗申請作業，提供施工或監造單位操作使用，依據     

各契約工作項目填入當期估驗數量，系統自動計算各用途別科目相關    

費用。填報完成後進行資料上傳。 

(六) 2億元以上金額在建工程發布：透過工程管理資訊整合系統建立WMS資料

發佈服務，可提供外部取得 WMS 資料服務之相關工具(例如，常見免費    

工具如 Google Earth)，進行在建工程執行情形資料展示。 

(七)工地現場即時影像介接：於各工程標案增加網路監視設備連結網址之填報 

功能，提供各工程標案設定監視影像連結位置之功能，以利即時影像提供

各級長官掌握現場施工動態資訊。 

(八)系統維護管理子系統：提供管理者進行系統後台管理操作使用。包括使用

者、組織與系統功能授權管理等功能。 

  

  圖 5 提供文字與圖表型態管控資料     運用監視設備掌握工地現況 

肆、 推動方法 

一、  教育訓練與線上教學  

本署工程管理資訊整合系統建置完成，除安排一定時數與招訓人次  

辦理教育訓練工作外，並提供系統功能線上教學影片供使用者隨時進入  

系統進行操作功能學習。教學影片依據使用功能拆解進行製作，提供串流

式播放介面，方便使用者學習使用。 

  

2.發佈資料擴充工地現場即時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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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教育訓練及系統功能線上教學影片 

二、  成立專責工作小組  

本計畫執行期間，除配合資訊化標準作業程序規範(SOP)之建立，亦於

本署內部成立專責工作小組，依據工程執行方式區分為四個工作小組，   

包括署自辦工程、署代辦工程、補助地方辦工程與補助辦理促參工程小組，

分別辦理工程特性標準程序制定。小組成員依領域專長編組，包括召集人、

副召集人及小組成員。 

由於專責工作小組成員於系統規劃與開發階段已掌握系統整體功能 

架構，因此於系統正式上線之維運期間，倘系統功能須大幅調整，專責工

作小組成員亦擔任功能修訂決策角色，以確保各項功能之調整能夠符合  

系統架構並滿足使用者需求。 

三、  擬定作業要點  

考量系統之維運及推動，本署針對系統之職掌分工、登入、資料填報、

案件處理、作業管控、權限控管、資訊安全與錯誤處置等程序研擬相關    

作業要點並訂定獎懲，以落實系統運作。 

伍、 結語 

本系統於 99 年 8 月 17 日上線運作迄今已近 3 年，歷經系統建置與維護，已

達跨作業階段(預算編列、設計、發包、施工、驗收、結算、保固與決算)、跨作業

單位(業務組、北中南區工程處、下水道工程處(含各區分處)、工程會與地方政府)

與跨執行方式(署自(代)辦、補助地方辦與補助辦理促參)之整合運作層次，是為一

重要核心業務系統，為使系統更臻完善，未來展望包括： 

(一)因應政府組織改造，本系統將配合調整，進行系統分割，分割後以工程資料   

交換標準為基礎，訪查未來整併單位之既有系統現況，以加強本系統對外資料

介接，減少系統重複開發並加速系統導入及上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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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續估驗電子化功能作業模式，針對原管考單位管理需求所建立之相關資料填

報表單功能，增加工務行政作業支援功能，協助相關工務行政文件產製，提供

更完整之業務支援能力，減輕同仁工作負擔。 

(三)鑑於目前行動裝置在 Apple 與 Google 兩大陣營之推動下，已達普遍使用，可擴

增本系統既有之行動化查詢功能，延伸運用行動裝置整合定位、座標、實景與

資料等功能，提供更多元之工程管理業務資訊化相關領域運用。 

(四)工程管理資訊整合系統資料庫，目前累積各年度各式(包括：署自辦、署代辦

或補助地方辦理)工程案件資料，已達 1 萬七千多件以上，並以每年 800 至 1000

件工程案件數量持續成長。有鑑於龐大的資料量，如何有效運用這些數據資料

擷取出智慧見解，反應工程執行現況影響分析，以支援工程管理決策程序，進

而建立有效合理的工程管理機制，透過系統資料庫所提供的工程案件巨量   

資料，完成資料內容清理解析，歸納適當的資料屬性及分類狀況，使用資料   

探勘(Data Mining) 資訊技術，提供未來工程決策及管理參考。 

(本文由內政部營建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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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IPv6 

●臺灣學術網路在校園推動 IPv6網路建置情形 
臺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以下簡稱 TANet）初期係由教育部

及各主要國立大學，於民國 79 年所共同建立之全國性教學及研究用途之電腦    

網路，目前服務對象遍及各大專校院、高中職、國中小學與各教育行政單位及    

學術單位之教職員生，為國內大型網際網路服務者之一，其使用人數約 500 萬的

在校之教職員生等，服務的應用範圍極為廣泛，故需有較龐大的 IP 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提供各級學校使用。因此，對於 IPv4 位址不敷使用之問題，從

2001 年起即開始著手規劃因應之道，這不僅是 TANet 或是臺灣 ISP 業者所面臨的   

問題，亦是全球性的大問題，所以近年 TANet 積極推廣相關網路基礎環境需具備

IPv6 服務及運用的能力。 

為此，教育部於 2009 年執行「新一代校園寬頻有線及無線網路環境計畫」，

同時規劃將既有的 TANet 各區域網路中心及縣市教育網路中心之路由器進行汰舊

換新，提升其功能至可支援 IPv6 網路資訊新科技應用服務環境。透過此計畫，TANet

現今骨幹網路已 100%達到全面支援 IPv4/IPv6 雙協定網路(Dual-Stack)，因此屬國內

率先佈建支援 IPv6 的網路，後續也請各級學校將校園網路環境逐步調整達到支援

IPv6 協定，俾便 TANet 能順利過渡轉換至 IPv6 環境中。 

具備 IPv6 網路環境後，接續需要考量現今網路非常多樣化的應用服務類型，

諸如：Web、Video、File Sharing、Gaming 等等，經分析統計目前使用 Web 流量

比例仍佔最高，其仍是網路應用最重要的服務之一。另一重要服務則非網域名稱

系統（Domain Name System，DNS）莫屬，DNS 之功能為解析電腦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透過將主機名稱轉換為 IP 位址，電腦方能在網路上傳送正確的訊息。綜合

前述因素，TANet 在推廣 IPv6 的首要任務便是讓各級學校的 Web 網站及 DNS 服務

具有 IPv6 協定的能力，目前於各縣市國中、小學網站首頁支援 IPv6 百分比已達到

過半之 54%，而 DNS 支援 IPv6 百分比更達 68%。 

經上述推動 Web 及 DNS 服務建構 IPv6 的推廣經驗，我們也評估 IPv6 的優點，

除解決 IPv4 不足的問題之外，還包括位址自動配置、IPSec 加密…等優點。因此，

我們更進一步在校園網路環境中需大量 IP 的網路語音系統，導入使用 IPv4/IPv6 雙

協定的資訊應用，由各縣市在國中、小學班級教室內佈建網路語音系統，並將各

校甚至各縣市之語音通話系統串接，以測試在 IPv6 網路環境也能有 IPv4 一樣的   

通話品質，經此大規模的網路語音即時通話的使用，也驗證此一應用可順暢的在

IPv6 的網路環境運作。 

接續教育部再導入校園無線網路支援 IPv4/IPv6 雙協定(Dual-Stack)的建置，  

以提供校園可使用 IPv6 支援行動載具進行教學活動或是上網查詢資料的能力，  

綜合上述應用於校園的 IPv6 網路環境，統計目前各縣市網路在 IPv6 的網路流量約

佔整體網路流量比例的 10%左右，目前 IPv6 的流量尚在持續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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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未來 TANet 於校園網路 IPv6 之運用，除持續擴大網路語音系統、無線    

網路環境及漫遊等相關應用服務使用 IPv6 的比例提高外，也將同時搭配教育雲及  

數位學習等相關範疇，如遠距教學、視訊會議等應用，擴大應用 IPv6 在物件聯網

及智慧校園上，讓 TANet 成為導入 IPv6 的搖籃，更期盼能為我國在 IPv6 網路發展

上培育更多所需之資訊專業人才，同時促進國內 IPv6 產業的發展。 

(本文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網路及資通安全科陳冠宇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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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Kurogo 行動網站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以 Kurogo建置行動網站之經驗

分享 

壹、前言  

行動雲端化已經是民眾現在迫切的需求，如何快速將資訊傳遞到民眾的行動

載具中是行動上網的核心課題。惟因應電子化政府便民服務，在多元的使用者   

環境中，難以為不同的上網載具，提供不同的服務網頁，極需使用統合營運工具

軟體，以簡化營運，更可使政府預算做更有效運用。 

本單位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自由軟體示範計畫，導入「Kurogo」

自由軟體做為簡化行動營運統合的工具，提供滿足多樣化的行動裝置服務需求，

更可簡化開發程序、降低維護成本，並且讓使用者在各類型行動裝置上操作的   

結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Kurogo 是解決異質資料庫串接的極佳解決方案，透過 Kurogo 的架構，可以

將不同的資料格式及資料源，快速簡單及優雅地呈現在手持裝置上。包含不同的 

iOS / Android / Windows Mobile / BalckBerry / Symbian / Linux 等作業系統都可以 

有非常好的呈獻效果，且在 Smart Phone 及平板電腦上亦可以因為解析度的不同而

呈獻最適合的樣貌。 

來自美國 Modo Labs Inc.的 Kurogo 行動平台是由 MIT(麻省理工學院)所開發的

開源行動軟體服務框架(Mobile Web Framework)，目前全球已經有超過 500 個以上

的機關採用，包含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及世界名列前茅的麻州總醫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等，都是採用此 

服務框架提供行動網站服務。 

貳、導入評估 

   本處規劃行動化之網站平台，主要滿足以下的需求： 

一、 不影響現有架構下可以完整的呈現行動版所需之功能，並可以與縣府的

資料庫進行溝通。 

二、 可以滿足不同使用者的存取權限且符合縣內對資訊安全的要求。 

三、 系統管理者不需要針對一般網站與行動網站進行重複的設定，降低管理

負擔。 

四、 支援多種開放標準格式以方便未來進行功能之擴充。 

針對上述之主要項目，經過單位同仁的評估及考量之後以 Kurogo 的解決方案

最可以滿足目前單位的需求。 

參、導入過程  

一、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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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Kurogo 預設模組功能來評估建置行動網站對應之功能。 

項 目 採用 Kurogo 對應模組說明  

最新消息 
 採用新聞模組建置機關網站之最新消息，機關網站需支援

RSS 等標準輸出格式。 

機關介紹  採用關於模組建置機關官方的介紹。 

機關地圖 
 採用地圖模組建置機關的所在位置，以 Google Map 匯出

KML 的方式標示位置，並且顯示在行動網頁上。 

聯絡資訊 
 採用通訊錄模組建置機關的連絡資訊。支援 LDAP、AD

等認証協定。 

熱門連結  採用連結模組建置機關的相關熱門連結。 

宣傳影片  採用影音模組建置機關的宣導影片，支援 youtube 影片等。 

相關服務  採用連結模組建置機關的相關服務連結。 

二、軟硬體規格確認 

   建置 Kurogo 事前準備的軟硬體環境。 
 

項目 規格說明 

硬體環境 

硬體規格建議： 

1.CPU: Intel Xeon E3-1200 含以上 

2.RAM: 4G 含以上 

3.HD: 100G 含以上 

軟體環境 

軟體規格建議: 

1.作業系統:CentOS6.2 含以上或 Windows 2003 含以上 

2.安裝軟體如下:  

Apache 2.2 以上 

PHP 5.3 以上  

肆、特色與效益  

透過與縣府之資料庫進行緊密之整合，藉由 Kurogo 中介軟體可與多種不同異

質資料庫整合之特性，已完整與縣府之多種異質的資料庫進行結合，並且可以讓

系統管理者達到資料即時更新不需額外設定之便利性。以提供便利的行動化服務

內容，現階段以整合之行動化服務內容包含以下之特色： 

 



 
26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10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全縣之中小學校園校長通訊錄結合 

透過本處的身份認證機制 EIP 判斷登入者身分，並取得本處所彙整的校長

通訊錄之讀取權限，透過 Kurogo 行動平台呈現相關資料。 

2.中小學校園地圖服務 

透過 Kurogo 整合 google map 之功能讓所有的行動載具使用者可以便利的

查詢到全縣所有中小學校園的地圖、地址及聯絡資訊，並包含 google map 之

路線規劃功能，提升服務之便利性。 

3.學生成績資訊查詢 

透過不同身份的登入判讀，可以讓家長及學校老師及校長可以依據自己

的權限查詢到學生的成績，即時掌握學生之學習進度。 

4.即時訊息發佈及行事曆共享 

使用者可以透過本平台完整了解到縣府教育處所發佈之訊息及相關行事

曆，便於家長與相關教職員隨時掌握教育相關之訊息。 

5.視訊共享及社交網站之串接 

透過 Kurogo 本身之功能直接與 Youtube 及 Facebook 整合，讓使用者可以

在使用各種不同的行動載具時都可以得到最新的社群訊息及多媒體的資訊 

內容。 

 

 

 

 

 

 

 

 

 

 

 

 

 

圖１ 平版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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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智慧型手機畫面 

伍、後續發展 

目前本單位接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協助輔導及運用縣府之經費 

正規劃執行下一階段的功能服務，將 12 年國教及多項教務與學務相關系統進行  

更緊密之結合，以期對縣內民眾達到更佳的行動化服務效益。 

未來縣內單位之相關行動化服務將有機會透過此次的經驗予以延伸讓宜蘭縣

的民眾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都可以透過行動載具得到最佳的行動資訊化服務。 

陸、結語 

本單位運用 Kurogo 解決方案在不修改現有網站的架構下，達成當初我們所  

設定的目標，在最短的時間內、動用最少人力且在注重資安的原則下銜接了教育

處的身份驗證功能及相關資料庫等後端平台。使用者經過身份驗證後可透過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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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快速查詢各級學校的校長通訊錄與學生資料等功能、而一般的使用者即使  

未經身份驗證仍可以透過行動裝置了解到宜蘭縣教育處所要提供給民眾的相關  

資訊。期望以此經驗分享給各機關同仁做為規劃行動化平台之參考依據。 

(本文由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教育資訊網路中心陳一鳴主任秘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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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法務部「偵查庭錄音錄影集中儲存與筆錄整合  

系統」簡介  

壹、 前言 

依刑事訴訟法第 41 條，訊問被告、自訴人、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應當場      

製作筆錄；另依第 100-1 條，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

法務部為保全各級檢察署偵查庭偵查過程，除依規定製作筆錄外，並於 92 年全面

安裝偵查庭錄音錄影設備，以錄音錄影的方式真實記錄偵查庭活動的過程，以於

對筆錄有爭執時，可以正確的查證。 

但過去偵查庭錄音錄影作業，係使用家電式 DVD 錄放影機記錄後，DVD 光碟

片分散由書記官各自保存，因偵查庭錄音錄影作業與偵查筆錄電腦化系統推展  

期程不同，各自獨立作業，並無整合為單一操作介面，且因偵查筆錄過程十分    

緊湊忙碌，書記官常無暇顧及錄音錄影之情形，或有因光碟片品質不佳、人為    

操作失誤等因素致錄製過程失敗，影響偵查過程證據之保全，另亦常發生錄音   

錄影過程因光碟片錄滿須更換光碟片，導致庭訊中斷之情形，故研擬建置新的   

集中儲存數位錄音錄影系統，並與偵查筆錄電腦化系統作單一介面整合，以減輕

書記官於偵查庭作業及額外保管偵訊錄音錄影資料之負擔與壓力，方便事後案件

查詢調閱，讓當事人權益得以確保，減少糾紛提高司法公信力。 

另考量偵查資料於偵查過程為不得公開之機密，為確保偵查庭錄音錄影資訊

集中儲存之安全防護，亦一併規劃加密、備援、安控管制措施，建立相關設備     

連線紀錄、事件日誌等之保存及稽核機制，於 102 年完成各級檢察署「偵查庭錄

音錄影集中儲存與筆錄整合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 規劃、建置。 

貳、 系統規劃及整合 

本系統規劃旨於運用資訊科技，開發建置一偵查筆錄與偵查庭數位影音集中

儲存單一介面之整合系統，強化偵查庭訊問證據保全之需，將現有錄音錄影設備

之操作整合於筆錄電腦化系統，以單一介面方便書記官操作監控，及強化資料   

安全防護影音資料備援。為達成上述目標，於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機關規劃佈建

相關硬體設備及軟體系統項目如下： 

一、建置各級檢察機關偵查庭錄音錄影網路集中儲存設備共 28 套（以資料量保

存 3 年計算，平均每機關約需 6TB 資料空間）。 

二、建置各級檢察機關偵查庭錄音錄影網路集中儲存設備之資料備份機制 28 套

（含備份軟體）。 

三、於各級檢察機關偵查庭之筆錄電腦增加影像擷取卡(共計 650 片)。 

四、將各偵查庭既有攝影鏡頭、麥克風音源輸出連接影像擷取卡與相關影音訊

號調整設定，增設連接新系統之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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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發偵查庭數位錄音錄影監控與筆錄電腦化整合系統軟體（主要功能包含：

整合錄音錄影監視畫面與筆錄製作業、錄音錄影檔案上傳、銷毀、查詢及

燒錄作業、查詢維護作業、登入作業與金鑰管理、權限設定等功能）。   

另基於偵查中案件不公開原則，偵查筆錄資料與強化證據保全之偵查庭錄音

錄影集中儲存資料之後續管理與維運十分重要，本系統除將影音資料加密保護

外，安全控管上設計複數金鑰管控原則，需要同時使用兩把金鑰才可開啟調閱   

相關資料，且資訊人員僅有錄音錄影集中儲存設備等相關設備之維護權利，無法

直接觸及實質資料，以確保偵查中案件資料之機密性及完整性。 

參、 系統功能及架構 

偵查庭錄音錄影集中儲存與筆錄整合系統為分散式架構，採 web-based 方式

開發且建置在法務部所屬各審級檢察機關內，可區分為偵查筆錄電腦系統與數位

錄音錄影集中儲存作業兩部分，各項功能分述如下： 

一、偵查筆錄電腦系統(系統架構如圖 1) 

(一)筆錄系統 

1.庭前作業：供書記官於庭訊進行前進行相關文件準備工作用。 

2.庭上作業：庭訊期間筆錄登打、繕校及切換當事人螢幕等。 

3.漢書文書編輯器整合運用 

4.其他功能 

(二)筆錄單機版 

提供離線時直接進入漢書編輯器作筆錄編輯作業、列印功能(但不提供線上

引用當事人或案件基本資料)的作業功能，讓書記官或檢察事務官得在外或

網路故障時使用。 

(三)偵查庭數位錄音集中儲存管理子系統 

1.數位錄音集中儲存作業 

2.錄音檔管理作業。   

(四)偵查庭庭外顯示子系統 

整合檢察官偵查庭開庭情形，於網際網路即時提供赴檢察署之當事人目前

開庭情形及開庭進度等明確清楚的指示訊息，提昇為民服務品質。 

 

 

 

 

 

 



 
31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10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圖 1 偵查筆錄電腦系統架構 

二、數位錄音錄影集中儲存作業 

(一)數位錄影檔集中儲存作業 

1.每案開庭時，透過 H.264 編碼標準的影像擷取卡錄製的錄影檔，透過網路

上傳至主機端(如圖 2)。 

 

 

 

 

 

 

 

 

 

 

 

 

 

圖 2 偵查筆錄系統與偵查庭錄音錄影網路集中儲存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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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補上傳：遇有網路中斷情況，提供例外處理，檔案保全機制，在網路

恢復連線時自動將檔案補上傳之功能。 

3.錄影檔於主機端進行加密，減低偵查庭端的 PC 運算負載。 

4.錄影檔採用 AES 演算法加密儲存於網路儲存伺服器，並自動複製至備份 

網路儲存伺服器。 

5.加密後之錄影檔須通過晶片鎖身份驗證等正常調閱程序否則無法讀取或

燒錄任何檔案(如圖 3)。 

 

 

 

 

 

 

 

 

 

 

 

 

 

圖 3 偵查筆錄系統存取安控架構 

(二)偵查筆錄數位影音管理系統 

1.加密儲存機制：錄影檔儲存於主機端時，檔名以與案號無關方式命名並加

密儲存。 

2.系統登入管理：系統登入使用晶片鎖驗證。 

3.錄影檔匯出作業：採晶片鎖身分驗證提供匯出錄影及錄音檔並燒錄至 DVD

光碟片功能。 

4.使用者管理：使用者維護、晶片鎖配發及初始化管理。 

5. 稽核管理作業：提供使用 log 紀錄與查核列印查核報表等功能。 

6.錄影檔銷毀作業：依機關訂定之銷毀程序與保存年限，自動清理集中儲存

之錄影檔。 

肆、 系統達成之效益 

偵查庭開庭錄音、錄影資料為法定證據保全資料至為敏感，法務部配合政府

保障人權政策，本系統將筆錄系統與錄音、錄影系統整合及功能提升，改善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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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庭錄音錄影缺失，整合筆錄及錄音、錄影裝置，確已達到簡化書記官作業    

增強安全管控機制之目的，經正式運行後評估達成以下效益：  

一、增強證據保全 

原偵查庭錄音錄影係使用 DVD 錄放影機家電設備，以光碟片錄製後分散由

書記官各自保存，改用以集中儲存設備儲存並加強備份/備援機制後，已降低錄

製失敗機率與減少 DVD 碟片媒體保存之不穩定性，並經安全加密控管措施，大

幅提高偵查庭錄音錄影資料之安全性。 

二、確保當事人權益 

新系統整合偵查筆錄電腦化系統與偵查庭數位錄音錄影系統於單一操作介

面，減輕書記官偵查筆錄作業負擔，減少因人為疏失造成無開庭錄音錄影存證

情形之發生率，確保當事人權益。 

三、增強便民服務成效 

將偵查庭錄音錄影之資料集中儲存與筆錄系統整合後，因資料經過數位化

處理，且配合整合後的筆錄電腦化系統利於檢索查詢，一旦民眾遇有爭議，可

以方便事後案件查詢調閱，提升民眾對檢察機關服務之觀感滿意度。 

四、環保、省時 

以法務部所屬檢察署每機關每月平均開庭約 750 次計算，每年可節省 20 萬

片 DVD 光碟片，每片光碟燒錄時間 15 分鐘及關碟需 3 分鐘，節省大量經費及

作業時間。 

五、提高司法公信力 

以集中儲存設備並加強備份/備援機制，取代傳統家電式 DVD 錄放影機  錄

製，並整合偵查筆錄電腦化系統與偵查庭數位錄音錄影系統於單一操作介面，

增強證據保全能力，減少當事人糾紛並確保當事人權益；另基於偵查中案件不

公開原則，為有效建立資料安全防護能力，減少資料外洩之疑慮，維護司法公

平正義形象。 

(本文由法務部資訊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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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簡介 

壹、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的資源日益增加，搜尋引擎已成為資訊檢索之不可或缺途徑。

圖書館在借鏡搜尋引擎成功之道外，亦應瞭解搜尋引擎廣而不精的缺點，正是   

圖書館界可發揮資訊組織專業，以提升資訊服務品質的著力點。國家圖書館(以下

簡稱本館)多年來以合作或自建方式，先後建立各類書目及權威資源。這些資源以

不同的資料格式在不同平臺分別建置，讀者使用上多所不便。本系統架構於現有

館內各系統基礎上，加強各項資源整合，並引進使用者參與功能，以期強化各式

書目的縱、橫向整合，朝向多元化書目服務發展。 

本館歷年來針對不同類型、主題資料，建立各自書目和詮釋格式資訊系統，

目前已完成六十多個系統；另權威資源長久以來分散建置於各系統上，且格式   

不一，對書目控制之運用相當有限。因此，本館擬以「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

（Synergy of Metadata Resources in Taiwan，簡稱 SMRT）之建置，從源頭加強多種   

書目和詮釋資料格式資料之蒐集、整合、分級、加值等資料處理及品質管理作業，

藉以建立並維護臺灣書目資源，改善其書目和詮釋資料品質，以達到我國書目   

控制和書目資源知識網絡建立之目的。 

基於上述情形，本系統建置方式將在現有書目資源的基礎上，搜集其他詮釋

資料資源，藉助現代的資料分析、整併、融合、查詢資訊技術，加強資料分析及

查詢介面功能，提供使用者經由單一查詢介面，從系統自動分析的查詢結果中快

速獲取系統整合的多樣化資源，其系統示意圖如圖 1。 

創新圖書館服務

書目
預報
服務

中文
書目
國際化

精進
書目
控制

知識
支援
服務

書目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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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下載

訂閱

圖書館服務

現行
館藏
書目
資源
系統

書目

品質

控制

管理

作業

系統

大書目庫

權威
記錄

書目
記錄

書目

資訊

加值

服務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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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家圖書館「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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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架構 

有關系統架構說明，將分軟體架構和硬體架構兩方面陳述，詳如下： 

一、軟體架構 

SMRT 之資料來源自國家圖書館各資料庫，其特性具有不同資料來源(Aleph, 

NBINet, 兩漢諸子、臺灣網站典藏…等資料庫)、不同的著錄格式(MARC21, CMARC, 

XML, Metedata 等)、不同內碼格式(Big5 碼、UTF8 碼)，需將它們轉成為單一格式

（內碼 UTF8、大 MARC 著錄格式（以原 MARC 欄位擴增））建置為一個大書目

庫。經過此著錄格式融合後，所有資料以相同格式存在，才可進行比對、去重、

整併、及關連建立的工作。 

各系統資料進入 SMRT 後，以相同格式融合後的資料進行分級、評分。此分

級評分的目的是建立書目品質量化評比的標準，作為往後程式自動化整併的依

據，以減少人工的介入，用最少的人力達到最大書目品質優化效果。分級、評

分後將進行書目比對作業，找出確定重複和疑似重複的資料。確定重複的資料

以程式自動進行整併，減少系統重複資料；疑似重複的資料則由人工介入處理，

判斷是否需要進行合併作業。 

經過分級、評分、比對、去重覆後的資料建立成為一個大書目庫。大書目

庫包含經過優質化欄位篩選的書目骨幹庫(簡稱骨幹庫)，及各個來源的子書目庫

(簡稱子庫)。然而不論是骨幹庫或是子庫，都是以單一格式型態儲存。 

來源資料經過上述作業的格式融合、著錄內容融合後，進一步在 SMRT 中進

行欄位比對，建立各式各樣的關聯資訊(包含題名與題名之間的關聯、裝訂關聯、

套書與分冊關聯、版本關聯、資料類型關聯、權威欄位與題名之間的關聯等)。

經過此關聯的加值作業，對於往後書目資訊的檢索和供應，可大大地提升服務

的品質。 

圖 2 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整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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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優化後的大書目庫為基礎，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輔以智慧型使用  

介面，透過此服務介面，達成國圖對外提供知識資源服務、國際交流、書目     

供應、書目計量、及書目交流平臺的目的。 

二、硬體架構 

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整合本館各資料庫外，並提供讀者單一入口查詢介

面，故其系統硬體設計時，需要考量三項需求，一擁有大容量且高速之儲存空

間；二滿足大量使用者查詢需求；三硬體架構需有彈性，能及時擴充服務能量。

為能滿足上述需求，本系統規劃如下硬體架構，如下附圖。 

 

圖 3 硬體架構圖 

硬體架構主要有四種角色：網路負載平衡器、前端查詢服務主機、後端管理維

運主機、網路儲存設備，以下分述各角色之功能： 

 網路負載平衡器：提供單一入口多臺主機服務功能，並依使用量和主機狀態，

可調節主機數量和被使用量，增加系統可靠度和擴充性。 

 前端查詢服務主機：對外服務由四臺安裝Apache網頁伺服器、檢索引擎軟體

的Unix主機共同服務。服務主機之間透過網路負載平衡器作交互備援，另網路

負載平衡器根據網路流量做最少連線數之負載平衡的工作，將外面進來的使

用者平均分配在不同服務主機中。當某一臺服務主機有問題時，後續使用者

進到SMRT，將被分配在其它正常   運作的服務主機，因此不會造成系統服務

中斷。 

 後端管理維運主機：包括系統後臺管理主機、書目品管主機、備份主機、開

發測試主機、統計伺服器、檔案伺服主機等伺服器，各角色伺服器為兩兩備

援，當有一臺主機發生問題時，另一臺主機將可承擔其角色；備份主機透過

光纖網路，直接連接到本館異地備援端主機的儲存設備，SMRT定期將資料抄

錄至備援主機儲存設備中。 

網路負載平衡

器 

前端查詢

主機 

網路儲存

設備 

後端管理維運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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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儲存設備（NAS）：網路儲存設備和傳統的檔案儲存服務不同的地方，在

於網路儲存設備的硬體架構、軟體及作業系統是針對網路儲存特別設計，可

讓多個伺服主機透過網路連結傳輸資料，存取相同檔案並提高效率，故將前

端查詢主機之共同資料儲放在本設備上，並檔案伺服主機有相同一份，提供

備援機制。 

參、系統特色 

SMRT 匯集國家圖書館歷年來建立之書目、個人名稱、團體名稱紀錄，經融合

整併作業後，目前計有超過 1,500 萬筆書目紀錄，堪稱目前臺灣最大的書目資料庫

系統；使用者可一次查詢超過 20 種類型之資料，並經由查詢結果利用圖書館收藏

的圖書、期刊、論文、地圖、多媒體等各種實體館藏，也可在各種電子資源的      

授權範圍內，從查詢結果連結使用電子書、全文、影像、影音檔等各種電子虛擬

館藏。 

為讓使用者能經由一站式書目查詢，有效獲取所需各類館藏訊息，系統提供

較具特色的功能如下： 

一、提供多元查詢途徑：考量不同查詢使用習慣，提供簡易、進階、指令、瀏

覽等多種查詢方式，使用者可直接查詢出版品，或先查詢個人或團體名稱，

再進而找到與個人或團體相關的書目資料。使用者也可在查詢前，先設定

僅查詢特定類型資料。 

二、具備查詢詞提示功能：在簡易及進階檢索模式下，依據使用者輸入的查詢

詞，同步提示相關查詢詞，方便使用者參考相關主題的查詢詞，並可直接

點選符合需求的相關詞彙進行再查詢。 

 

圖 4 同步提示相關查詢詞 

三、提供關鍵詞瀏覽輔助：針對想找特定主題資料的使用者，系統提供「關鍵

詞瀏覽」功能，依據主題或關鍵詞之詞頻分析運算，透過具親和力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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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視覺介面，呈現關鍵詞之間的相關度，協助讀者進一步選擇相關主題

查詢。 

 

圖 5 透過關鍵詞瀏覽進行延伸主題查詢 

四、多面向查詢結果分析：由於本系統資料的類型及數量龐大，為便利使用者

找到所需資料，系統針對查詢結果進行即時類型、語文、出版年等多面向

分析，讓使用者依需求逐步篩選查詢資料。同時也列出當次查詢結果涵蓋

之主題詞或關鍵詞，讓使用者直接點選查詢其他主題資料。 

五、提供主題網站書目資源：除了提供使用者操作的查詢介面之外，系統亦建

置主題網站功能，配合熱門時事或國家圖書館辦理的閱讀活動，透過後端

主題及資料類型參數設定機制，提供使用者瀏覽、使用本館整理各主題相

關書目資料，另系統定期從資料庫篩選符合預設條件的資料更新主題網站

內容。 

六、提供使用者探索關連書目：針對深入探索作品相關資料的使用需求，在使

用者查看單筆書目時，提供瀏覽查詢相關作品的「關連書目」功能選項。

系統在顯示查詢結果的某件作品書目時，透過本系統繁複的書目關連分析

演算，即時篩選並分析與該書目的相關書目，並依序以資料類型、語文、

出版者三種層次聚集相關書目，提供使用者循著預先設定的資料關連脈絡

探索延伸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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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在單筆書目左方顯示三層次關連書目 

七、提供多種資料輸出格式：由於本系統使用對象包括圖書資訊界、一般使用

者、研究人員等多元社群，因此，在輸出查獲的資料時，提供 Excel、Text、

XML EndNote Refworks 等格式之外，亦提供圖書館專業使用者申請專用帳

號，以便輸出圖書館專用的機讀格式（MARC）。 

八、強化名稱資料內容及運用：圖書館建立的名稱紀錄內容包含個人或團體機

構的各種形式名稱、背景等訊息，圖書館系統透過相關名稱的參照互查機

制，在查詢結果上呈現作者以不同名稱出版或發表的相關作品。一般圖書

館的名稱紀錄僅用於後端查詢程式作業，並不提供前臺讀者直接查詢檢視

紀錄內容。SMRT 系統中的名稱紀錄由專人充實內容，除了提供前臺查詢，

讓使用者獲得作者基本資料，並可經由名稱紀錄串連至與該作者相關的書

目紀錄，擴展了名稱紀錄的使用效益。 

九、具備高度參數化調整彈性：因考量未來能納入更多資料，並希望能依使用

需求適時調整前端查詢界面，系統在開發設計時，對於部分資料處理轉換、

資料查詢及顯示、資料匯出格式等功能，皆儘量設計為參數化設定，以預

留未來彈性調整空間。 

肆、推廣應用 

本系統在 101 年底開發完成階段，在北、中、南區分別辦理前端使用者教育    

訓練。這是系統開發後第一次使用者教育訓練，參與對象主要為各地區的圖書館

館員，希望館員先熟悉各項系統操作後，再逐步協助進行推廣。 

國家圖書館每年皆辦理各種圖書館專業或一般使用者館藏利用研習，未來也

將此項系統使用教育訓練納入每年規劃的課程中，以便讓使用者逐漸了解系統各

項功能運用方式。除了實體研習課程外，在系統網站中，也在使用者選擇各項功

能時，適時提供相關的線上說明，讓使用者隨時點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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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系統之建置及推廣利用，除了著眼於改善使用者查詢使用國家圖書館館藏

資源之外，經由全面的資料蒐集和處理，也奠立圖書館書目服務的基礎，以逐步

達成下列效益： 

一、透過系統之建置，讓書目及權威資源更加緊密結合，有助提升整體資料架

構延展性及關連建立。在精簡資源建置流程的前提下，著重資料解析及交

互運用，進而發揮資源再利用的效能。 

二、經由各種類型資料之集中彙整及融合，能提供使用者一站式查詢，獲取多

層次作品相關資訊，從表層書目資訊進入目次、摘要、全文、索引文獻等

內容相關資訊，提升查詢便利性。 

三、本案對於資料轉換、檢核、比對、分級等資料處理作業規則、前端書目查

詢服務等，皆盡可能採參數化設定機制，以便即時因應資料匯入、建檔規

範或書目服務需求之變動。 

四、增進圖書館專用的主題詞彙使用效益，用以輔助使用者進行主題相關查詢；

建置熱門詞彙蒐集機制，除提升查詢多樣性之外，也作為主題控制詞彙增

修參考。 

五、經由主題網站維護機制，圖書館可彈性配合時事、學術研究議題、各項閱

讀活動等，建立相關主題書目網站，並與前端書目服務功能介接，達到資

源再利用的效益。 

六、為針對巨量資料進行檢索輔助，本系統在圖書館界訂定的主題詞表規範基

礎上，加入資料內容主題或關鍵詞之詞頻分析，並依據分析結果，在前端

查詢介面提供使用者圖形化詞間關聯瀏覽，增進圖書館主題分析規範應用

之親和度。 

七、針對研究者、出版社、圖資專業等不同社群使用需求，提供多種書目資料

輸出格式，增進資料再利用之便利性及效益。 

(本文由國家圖書館許靜芬主任暨陳立原設計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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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機關 

●衛生福利部 
衛生署資訊中心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於 102 年 7 月 23 日更名為「衛生福利部

資訊處」，新任處長為許明暉，副處長為王德銘，高級分析師為黃偉宏。 

 

機關動態-人事 

●財政部關務署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吳科長培鈺自願退休，自本(102)年 6 月 3 日生效。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謝組長連吉陞任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關務署基隆

關資訊室鄒主任偉陞任關務署關務資訊組組長，關務署通關業務組徐副組長仁達

調任關務署基隆關資訊室主任，關務署關務資訊組葉簡任稽核明星調任關務署  

基隆關業務一組簡任稽核，派令自本(102)年 7 月 16 日生效。 

●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副處長由尹高級分析師慧珍接任，派令自 102 年

7 月 11 日生效。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資訊小組張金煌組長於本(102)年 7 月 16 日自願退休，

自該日起由何簡任技正政儒代理職務。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理處組長吳志高於本(102)年 7月 16日自願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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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報 

●102年資訊月選拔活動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在秉持鼓勵國內資訊產業積極投入科技研究，及創新資訊

技術應用發展之理念下，特辦理「傑出資訊人才獎」、「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

選拔活動，以評選出具創新性之優良產品及貢獻卓著之資訊人才，更達成鼓勵並

帶動資訊產業整體發展及擴大實際應用之目的，藉此提昇國內資訊產業對外競爭

力。  

在評審委員會籌組方面，由主辦單位資訊月活動委員會，邀請產、官、學、

研各界相關單位共襄盛舉擔任評選工作，共同討論通過：「評審實施要點」、「評

審作業準則」，以作為評審作業之依據，組成評審委員會，選出優秀人才。今年

「傑出資訊人才獎」選拔活動時間為即日起至 100 年 8 月 22 日(四)止，共分為   

三大類組進行，應選出傑出人才共 10 位，今年申請方式分兩種：(1)推薦申請：     

由單位推薦報名 (2)個人申請，並採線上報名方式進行，歡迎各界踴躍推薦及    

報名參加，報名網址為 http://www.itmonth.org.tw/102itmonth/excellence/index.aspx。 

 

 

 

 

 

 

 

 

 

 

 

 

 

 

 

 

 

 

 

 

http://www.itmonth.org.tw/102itmonth/excellenc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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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預報 

●政府組態基準(GCB)實作研習活動 
一、活動說明： 

 依據本(102)年 5 月 30 日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第 24 次委員會議決定  

事項辦理。 

 參加人員：總統府與五院暨所屬一級機關資訊單位，負責政府組態基準   

業務相關同仁（可偕協力廠商參加）。 

 活動梯次：共辦理 8 梯次，每梯次 1 整天。 

各梯次時間為：8 月 7 日(三)、8 日(四)、14 日(三)、15 日(四)、21 日(三)、

22 日(四)、28 日(三)及 29 日(四)。 

 活動地點：恆逸資訊教育訓練中心（台北市復興北路 99 號 14 樓）。 

二、主辦單位：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  

三、報名方式：線上報名，每人限參加１梯次。報名網址： 

http://www.cisanet.org.tw/Services/MACreate/7b4ed865-cb14-482b-8935-c5753f02e1c7。 

四、活動內容： 

時  間 內      容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GCB 相關政策說明 

 例外管理說明 

10:30~12:30  GCB 簡介 

 Windows 7 組態設定說明 

 Q&A 

12:30~13:30 午餐（便當） 

13:30~14:10  IE8 組態設定說明 

14:10~16:10  SCM 安裝、匯入及匯出實作 

 GPO 派送(AD vs LocalGPO)實作 

 調整 GCB 實作 

16:10~16:30 綜合討論 

 上下午依簽到各給予 3 小時終身學習時數。身分證字號，報到時填寫。 

 本活動聯絡人：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顧偉川，02-3356-8142。 

 報名服務窗口：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楊組長蕙如， 02-2553-3988 轉 339。 

 

http://www.cisanet.org.tw/Services/MACreate/7b4ed865-cb14-482b-8935-c5753f02e1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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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資訊學習網將於 8 月舉辦線上學習獎勵  

活動，歡迎學員參加選讀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公務員資訊學習網102年度數位課程將於8月份陸

續開班並舉辦線上學習獎勵活動，歡迎學員選讀。詳情請參考：公務員資訊學習

網(https://itschool.rdec.gov.tw)。 

課程清單： 

項目 課  程  名  稱 

1 【線上學習班】Silverlight 程式設計之一：XAML 元素與場景介紹 

2 【線上學習班】Silverlight 程式設計之二：基本 Layout 與動畫技術 

3 【線上學習班】Android 程式設計入門(上) 

4 【線上學習班】Android 程式設計入門(中) 

5 【線上學習班】Android 程式設計入門(下) 

6 
【線上學習班】iPhone＆iPad 應用程式入門篇：基本機制、元件與事件處

理(上) 

7 
【線上學習班】iPhone＆iPad 應用程式入門篇：基本機制、元件與事件處

理(下) 

8 【線上學習班】Word2010 文書排版(上) 

9 【線上學習班】Word2010 文書排版(下) 

10 【線上學習班】Excel2010 精算大師(上) 

11 【線上學習班】Excel2010 精算大師(下) 

12 【線上學習班】PowerPoint2010 簡報創意王 

13 【線上學習班】Access2010 資料庫進階應用(上) 

14 【線上學習班】Access2010 資料庫進階應用(下) 

15 【線上學習班】FlashCS5 動畫創意入門(上) 

16 【線上學習班】FlashCS5 動畫創意入門(下) 

17 【線上學習班】用 CourseMaster 輕鬆製作數位教材(上) 

18 【線上學習班】用 CourseMaster 輕鬆製作數位教材(下) 

19 【線上學習班】資訊安全稽核使用之標準 ISO27001(上) 

20 【線上學習班】資訊安全稽核使用之標準 ISO27001(下) 

21 【線上學習班】XML-Web 應用程式設計進階篇(上) 

22 【線上學習班】XML-Web 應用程式設計進階篇(下) 

https://itschool.rd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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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  程  名  稱 

23 【線上學習班】XML-實務應用資料庫篇 

24 【線上學習班】XML-實務應用(利用 XMLHTTP 執行遠端資料存取) 

25 【線上學習班】電腦硬體 DIY 與採購 

26 【線上學習班】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與數位分享 

27 【線上學習班】PhotoImpact 網頁設計與應用 

28 【線上學習班】WindowsServer2003 系統環境維護(一) 

29 【線上學習班】WindowsServer2003 系統環境維護(二) 

30 【線上學習班】WindowsServer2003 系統環境維護(三) 

31 【線上學習班】Java 程式設計初階 

32 【線上學習班】雲端運算整合個人工作與生活應用_Everynote、DropBox 

33 
【線上學習班】雲端運算整合個人工作與生活應用_網路共筆系統與維基

百科共創 

34 【線上學習班】平台 Web 化的手機 App 開發工具 PhoneGap 

35 【線上學習班】IPv6 作業系統與應用服務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