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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專欄 

文化資訊業務發展概況 

文化部政務次長兼資訊長 洪孟啟 

壹、 前言 

文化部前身為文化建設委員會，101 年 5 月 20 日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將

政府組織中原本分散的文化事務予以整合，除原文建會現有之文化資產、文學、

社區營造、文化設施、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化創意產業、文化交流業務外，

並納入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產業、流行音樂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視事業、兩岸

交流等業務、行政院政府出版品相關業務，以及教育部轄下 4 個文化類館所，     

包括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組織從 3 處、4 室、3 個任務編組，增加為 7 個業務司、5 個輔助單

位、 1 個任務編組。附屬機關(構)則從 14 個增加為 19 個。 

文化部改制之目標，在於解決文化業務長久以來面臨人力及資源的困境，   

突破以往偏狹的文化建設施政概念，打破傳統以個別業務或載體設置司處的    

作法，以彈性、跨界、資源整合及合作之角度進行規劃，從生活美學、在地文化

形塑、文化傳播、文化產業加值等面向，厚植文化創意活力，協助民間社會與     

產業邁向更多元且具深度的文化發展與成效。也因此，本部龍部長上任後揭櫫，

所有施政都要深刻思考「泥土化」、「國際化」、「產值化」、「雲端化」的            

作法。特別是「雲端化」，期許文化能與資訊科技結合。 

因此，本部資訊處在組織上，除了從原文建會時期的任務編組提升為內部  

一級單位外，並早自 98 年起即配合政府推動之資訊改造政策，研擬資訊集中及  

相關配套措施，希望於本部正式改制時，初步基礎建設即能同步到位，後續再    

逐步完善基礎資訊環境，戳力開發各項行政與業務共構系統，協助各司處及所屬  

機關發展業務，將散置各地的文化資源集結為大水庫，提供民眾整合、即時及  

正確藝文內容，促進各種文化創意開展。 

貳、 文化資訊體系架構 

政府之資訊改造一方面是呼應政府精簡人力的發展趨向，另從管理面來看，

則期藉由集中式的管理，將跨機關資源整合，以一致化的行政流程、最少的經費

支出，將效益發揮至最大化。 

本部包括 7 司、5 處、1 任務編組及 11 個駐外單位（如圖 1），所屬 3、4 級

機關（構）亦達 19 個（如圖 2），掌理之業務範疇涵蓋極廣。為符合資訊改造之

整合、集中目標，以最小支出達最大效益，因此規劃本部資訊改造進程時，採     

人員與經費向上集中方式，在制度面，訂定〈文化部及所屬機關資訊人員派駐要

點〉及〈文化部資訊業務分工及經費編列原則〉，敘明權責與分工；在系統面，

同步規劃開發單一集中式的行政共構系統，如公文、人事、差勤、行政資訊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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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EIP）等，提供穩定的資訊操作環境，減少各所屬機關的資訊業務負擔，並      

秉持分階段執行的原則，與所屬機關共同討論、溝通，取得共識，逐步朝向下述      

4 項目標前進： 

（一） 建構文化部行政共構系統與穩定資訊環境。 

（二） 推動文化業務資訊化與自動化服務。 

（三） 完成文化部資訊系統集中、開發與管理。 

（四） 提供整體、即時與正確的藝文資訊與內容 

圖 1 文化部部本部組織架構 

圖 2 文化部組織架構圖－附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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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力資源方面，為強化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資訊資源應用效益，妥善運用  

資訊人力，訂定「文化部及所屬機關資訊人員派駐要點」，將派駐方式分為「機

關派駐」及「分區派駐」二大類，以派駐方式支援三級、四級機關資訊業務。       

現職正式資訊人員均採「人隨同業務移撥」方式辦理。目前資訊處正式員工為    

15 人，約聘人力 2 人，臨聘人員 3 人，詳如圖 3。 

 

圖 3  

在預算資源方面，依據前揭行政院訂定原則，為統籌部會及所屬機關資訊   

業務之人力、預算及管理，派駐資訊人員員額及其預算應由上級機關統籌編列。

資訊經費向上集中後，包括共構性資訊系統之開發、建置及維護、共構性軟硬體

集中採購及維護、共構機房之採購、維運及管理均統籌由資訊處編列及採購。 

然為因應現況及保留執行彈性，本部訂定之「文化部資訊業務分工及經費   

編列原則」中敘明，各專題網站資料內容之維運與行銷推廣費用、各機關對外網

路通訊費用、作業基金機關之年度軟硬體設備大宗採購等仍由各司及各機關    

編列。本部資訊處及各單位之資訊業務權責分工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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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參、 推動中重要工作 

一、 資訊機房集中及標準化 

本部資訊處於 101年 5月 20日文化部改制後，陸續將資訊人力及業務集中

至本處，同時規劃逐步將各附屬機關現有系統及網站移入「文化部共構機房」

中，移入後不須使用的設備皆可進行關機或淘汰，未來各附屬機關所需維護的

設備數量皆會大幅減少，新增的系統及網站將直接建置於「共構機房」中。     

各機關所汰換或採購之相關軟硬體設備亦須遵守本部機房標準工作內容為因應

資訊資源集中政策，本處規劃將各機關現有系統及網站移入「文化部專題網站

機房」跟「北區行政系統機房(國光機房)」中。三個主要工作如下： 

(一)主機虛擬化：將系統及網站以虛擬化方式並移入「共構機房」中為主要

目標，不堪使用的硬體則進行關機或報廢，以節省各機關網路設備及   

伺服器主機之維護成本。除資料庫主機將採實體外，其餘各系統與網站

皆將虛擬化辦理。 

(二)整併對外網路流量：本部及各附屬機關對外線路上網改為經由 GSN/ 

VPN 連至「北區行政系統機房(國光機房)」聯結上網，相關網路封包會

經過本部資安設備處理，易於管理與訂定統一資安政策與措施，減少人

為或多點入侵風險，易於落實本部資安政策。目前已完成機關：文化部

（含院區）、人權館（含外點）、影視局、新竹館、臺南館、彰化館、

國美館、傳藝中心（含外點）、工藝中心外等。 

(三)設備標準化：未來各機關電腦機房硬體設備故障或不堪使用，將會統一

由本部依評估後，採行標準化設備進行採購，俾利未來進行設備監控或

是整合等作業。目的為將各機關不堪使用或故障設備，透過統一廠牌或

規格，來達到節省以下成本。 



 
5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11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在維護管理方面，可整合統一管理介面，未來機房管理人員不需   

特地了解不同廠牌設備的設定，部分設備亦可透過原廠軟體達到一台   

主機管理多台設備。 

在硬體維修方面，可將維修備品統一(如：伺服器主機硬碟)，故障

時直接利用備品更換，不需因不同規格而備品成本提高。 

為提供本部及附屬機關雲端資料中心服務，並提供整體骨幹網路安全 

服務，未來將規劃共用性資訊系統為整合範圍及服務對象，並採分年分階

段方式，逐步完善文化部雲端資料中心服務，於明（103）年遷移至新莊副都

心中央合署聯合辦公大樓後，規劃建置文化部專屬之自建雲端機房，提供

附屬機關雲端服務，同時陸續將「北區行政系統機房(國光機房)」遷移回本

部雲端機房，提供本部及附屬機關虛擬化資源動態調配及統合管理服務，

並提供雲端資料中心安全服務，完成資安防禦佈署，達到縱深防禦架構，

並建立資安事件事前預警、事中防堵及事後鑑識及虛擬服務資訊安全之  

機制。 

二、 行政共構系統 

本部自 98 年起因應政府推動之資訊改造，及考量各附屬機關資訊組織  

不全與人力不足，各單位資訊系統各自重覆開發，即思考研擬行政共構資訊 

系統可行性，採系統軟體由本部資訊處集中開發，及尊重各機關作業差異性，

委外建置行政共構系統，期待於本部正式改制時，易於處理機關整併與人員 

異動引起系統整合困擾，同時讓各機關改制後可及時上線，如此可達成統籌  

整合資訊資源，推動共用共享並減少重複投資，發展創新業務及主動全程   

服務，提升整體服務量能。 

因此，資訊處擬訂規劃分階段辦理本部及附屬機關行政作業標準化及系統

單一化，行政共構系統範圍涵括行政資訊入口網(EIP)、差勤系統、公文管理    

系統、薪資系統、電子郵件管理系統及出納系統等系統，先由本部導入上線後

再分批導入各附屬機關，同時因應各機關業務、組織與作業流差異性，逐年    

進行系統功能增修及整併，以臻完善符合各機關作業面需求。為確保系統服務

不中斷，系統設計採半雙主機架構(一部線上，另一部停機)，確保系統軟硬體   

故障時，可於 30 分鐘內重啟服務；另建立文化部與各機關 VPN 專線，同時  

將需大量檔案讀寫服務放置於各機關，加速整體網路與系統服務效能，以讓 

各機關可接受一良善共構服務，達成單一集中式系統目的。目前已上線行政共

構系統與導入機關數量如下： 

 行政資訊入口網(20 個機關)  

 公文管理系統(20 個機關) 

 差勤管理系統(20 個機關) 

 薪資管理系統(20 個機關) 

 電子郵件系統(19 個機關) 

 作業基金系統(3 個作業基金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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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網路商店(102 年 2 個機關，103 年 4 個機關) 

 圖書管理系統(102 年 3 個機關，102 年 4 個機關，103 年 5 個機關) 

 文化部及所屬機關官網整併 (計 9 個機關)   

 其他(會計、出納、財管、採購、支付)均使用主管機關系統 

整合與共構建置行政管理系統，可提出供所屬各機關使用，資訊處  

負責系統軟體開發與維運，各機關為使用者，各單位有不同需求與考量，

綜整各單位意見，有共同部份系統功能，也有機關各自需求功能，可讓  

系統功能極大化，也可避免各機關重覆投入人力及節省政府經費，達到  

資源共享，使用效率最大化目的。 

三、 強化資訊安全 

文化部負責辦理國際與兩岸文化交流業務，國外亦有派駐單位進行文化  

交流與推廣業務，事涉國家機敏業務，為駭客功擊與入侵目標，為因應國際及

國內資安事件頻傳，與強化本部資訊安全，本部資訊處需確保本部各司處及   

所屬各級機關(構)資訊處理之正確性，免受任何因素之干擾、破壞、入侵、或    

任何不利之行為與企圖，確保資訊資源之合法存取，資訊系統之完整、不中斷

運作，利用各項軟硬體措施與機制，以達成各項資訊安全涵蓋範圍。 

本部於 101 年 12 月召開本部資通安全推動委員會議，除傳達資安問題的  

重要性，並提案修訂本部「資訊安全政策」，成立「文化部資通安全推動委員

會」，俾推動資安相關作為；另為因應個人資訊保護法施行細則施行，本部     

設置「文化部及所屬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組」，鑒於個資保護亦屬    

資通安全的一環，為避免疊床架屋，降低管理複雜度，故將「資通安全推動委

員會」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組」整合為「資通安全暨個資管理推動會」，

並於 102 年 5 月召開 102 年度第一次文化部資通安全暨個資管理推動會委員會

議，正式啟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PIMS)，目前已完成導入本部與國美館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陸續將完成各附屬機關導入作業。 

在個資防護部分，目前已完成建置資料外洩防禦系統(DLP)，與建置應用  

程式防火牆系統(WAF)之機制，預計於 103 年配合機房標準化及資訊機房整

併，陸續完成各附屬機關導入作業。 

在資安管理制度部分，文化部改制後，爰規劃分 3 年 3 階段完成本部全面    

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第一階段導入單位為本部資訊處、文化交流

司及國美館。然鑒於本部已確定於本年底搬遷至新莊副都心中央合署聯合辦公

大樓辦公，資訊環境勢必變動，爰資訊處建請同意將「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導入計畫延後，會議決議同意俟本部新辦公大樓環境底定後，再依計畫施行。 

在資安監控部分，本部於 101 成立後積極推動規劃相關資安制度建立，   

建立資安監控中心（SOC）為一防禦措施，範圍涵括本部與所屬機關，以期建立

受駭通報與獎懲制度及整個文化部對資安警覺性的推廣；102 年 6 月本部開始

導入資安監控中心服務，委由專業廠商提供本部網路暨資安監控服務，以加強

網路資訊安全監控防護機制，強化應變通報及鑑識追蹤機制，落實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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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執行措施。主要工作項目包含：(一)網路暨資安監控環境部署(二)  

資安監控與通報服務(三)資安事件應變服務(四)系統及網站應用程式弱點掃描

(五)電子郵件警覺性測試(六)滲透測試等，此一資安監控制度實施至今，可讓

本部及時瞭解網路與資訊設備軟硬體資安漏洞與潛在風險，建立與更新資安設

備防禦機制；同時一發現設備障礙或駭客入侵或有疑慮網路行為，可及時及早

發現   問題，立即發出簡訊通報，及時處理問題，減少各項損害，每月召開

檢討會議，針對現有發現問題與入侵行為，提出有效的監控與防堵作為，諸如

防火牆防堵政策、關閉或限制不必要與有疑慮服務與作業系統更新等，建立一

較為 安全網路環境，陸續將完成各附屬機關導入作業。 

四、 文化雲計畫 

本部有感於文化資源分散，各類文化機構網路資源服務不足，及各藝文   

機構資訊系統重複建置，且未提供整合服務，同時行動載具與雲端科技興起，

於 101 年提出本計畫，計畫執行規劃內容以「人民有感，永續經營，基礎    

建設，提供沃土，民間能做的，政府不做」為計畫範圍。 

文化雲計畫核心概念為「藝文內容+整合行動服務+分享」，其中藝文內容

是最重要的基礎。以盤點、整合與開放各藝文機關（構）數位文化資源。建立

單一整合服務平台。從文化業務流程切入，由資料來源單位導入使用，以提供

民眾完整、正確、即時之整合資訊。 

本計畫 6 大重要工作項目包括：文化科技政策研究、文化資源整合服務、

藝文活動整合服務、人文歷史藝術深度游旅雲端應用、國民記憶庫雲端服務、

及社區文化服務等子計畫。概述如下： 

1. 文化科技政策研究 

(1) 文化雲發展規範規劃案：研擬及訂定文化雲創新應用、open data 及  

縣市文化局資訊需求業務規範、標準及提出創新服務建議。 

(2) 文化產業的科技媒介策略研究：進行 5 項如何有效透過科技媒介，  

提升我國文化產業的創新應用與市場價值，及如何透過文化與科技 

兩元素的交互作用，培育在地產業成為能永續經營的創新文化產業

等議題之專題研究。 

2. 文化資源整合服務 

(1) 文物典藏管理共構系統：建置有博物館文物典藏管理系統，102 年

將累計導入 10 個附屬機關，103 年將導入 11 個附屬機關。 

(2) 獎補助管理共構系統：已完成導入本部及所屬機關所有獎補助作

業，介接會計預控系統及國藝會獎補助系統。 

(3) 建置文化人才資料庫：盤點與調查現有文化人才資料，有效的掌握  

全國文化創作人才及其相關作品，以中英文呈現，提升媒合機會。   

另蒐集並建置文化部、文資局、國美館、臺史博及文學館之專家資

料庫，102 年底完成系統建置與資料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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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盤點及建置文化資源庫：盤點、移轉整合文化部及所屬機關資料庫  

詮釋資料，以人、事、時、地、物為檢索與呈現主軸，讓各界整合      

查詢利用，102 年底完成系統建置。 

(5) 建置文化統計平台：提供各項文化統計圖表與分析文化產業發展趨

勢，供各界參閱及制定相關文化政策使用。 

3. 藝文活動整合服務 

(1) 建置活動管理及報名系統：提供藝文活動管理（含預約導覽、場地

租借）及雲端報名服務，102 年起將導入 5 機關，103 年陸續導入文

化部所屬機關、各文化局等機關，便利民眾參與藝文活動。 

(2) 文化地圖整合服務(iCulture)：整合了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網、  

兩廳院、寬宏及台北市文化快遞等共 8 個單位藝文活動資訊來源，  

101 年 11 月完成 Http://cloud.culture.tw 網站、App 平台建置，提供民

眾有關藝文活動單站式查詢、報名、售票及互動服務，包括展演活

動、民俗活動、街頭活動（街頭藝人、創意市集）及獨立音樂等。

102年 6月開放整合文化資產、公共藝術、展演場所、工藝之家、博

物館、社區、獨立書店與文創商家等資料庫，透過活動與文化設施

的結合，納入 LBS 與 QR-code 功能，建構文化地圖的整體輪廓。 

4. 人文歷史藝術深度游旅雲端應用：蒐集整理具有人文、歷史、藝術與    

文創等文化景點故事，102 年底完成建置 20 條有創意且具文化意義之   

深度旅遊路線。 

5. 國民記憶庫雲端服務：為記錄、保留及分享全體國民記憶，規劃結合    

文化部所屬館所及各縣市文化中心、圖書館、地方文化館等，將激勵    

人心的小人物及新移民故事、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以圖文影音方式儲

存，上載至雲端資料庫系統，成為作家文本及拍片素材，預計 102 年 9

月完成系統建置。 

6. 社區文化服務的雲端創新計畫：為推動社區文化雲端創新應用服務，   

文化資源司擬透過徵選方式，鼓勵民間各界提出創新計畫，協助改變社

區文化環境及促進文化傳播，且將創新計畫的故事與成果案例上傳雲端

分享。 

五、 開放資料 

本部為提高政府資料透明度，便利公眾共享及加值應用，我們匯整

公、民營文化資料，期待建立文化資料交換平台，政策上以民眾需求為主

軸，重視資料正確性、及時性與完整度，而開放資料以部為主軸，以整合界

接現有電子資料庫為主，採逐步開放策略，資料來源則以人民有感為優先，

為求資料正確性與解決圖影音授權議題，將採從源取得資料，整合縣市文化

局與中央文化資料。 

http://cloud.cultur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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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範使用者資料利用方式，本部已研擬〈文化部開放資料使用規

範〉，規範訂定資料開放現階段以詮釋資料、瀏覽小圖與片段影音檔為主，

採非專屬授權之方式，不限時間及地域，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傳輸或其

他利用方式產出加值衍生物，可無償使用。本部已於 101 月 11 月建置完成

「政府資料開放服務網」（http://cloud.culture.tw/opendata），目前已開放文化

活動與文化設施等資料，收錄 13 類藝文活動動態資料，12 類文化設施靜態

資料、累計匯出資料筆數超過 4 億 5000 萬筆。 

開放資料來源眾多，完整授權取得不易，尤其是包含個人創作部分，

如簡介、說明及圖片等資料。未完整授權的資料，折衷採以網站連結方式轉

導回原網站觀看，期許未來以荷蘭 www.opencultuurdata.nl 網站，以 Metadata : 

CC0、Content :CC BY / CC BY-SA 授權方式辦理，更需持續洽談縣市文化局

與潛力資料來源單位，增加資料類型及數量。 

肆、 結語 

資訊業務推動有賴於資訊技術專業能力外，更須加強與使用單位人員溝通與

協調，強化系統功能，減少系統不便利性，提昇服務滿意度。資訊系統整合集中

的風險，在於穩定網路與應用系統採 HA 架構，資安是迫切需要加強辦理議題，   

本部雖初具資安雛型架構與機制，但如何有效阻絕與預防駭客入侵議題與附屬  

機關資安防護，更需積極研擬研與推動辦理。 

文化雲已陸續建置 iCulture 藝文資源整合系統、文物典藏共構系統及國民記

憶庫等系統，及 open data 開放應用等項，於系統推廣對外運用時，皆面臨數位授

權問題，另資料正確性更應審慎處理。未來後續推動，規劃將朝「從源取得授

權」、「增加資料集」、「擴大各界利用」及「賡續修正使用規範」等 4 大方向

努力：尤其應於「資料產生時即取得授權」著手，於專案委託、邀請撰稿、拍攝

或網站資料上傳時，即於合約中簽署授權同意書。 

本部已初步完成資訊業務、人力向上集中政策，與行政與業務整合共構系統

雛型開發，後續將陸續推動文化雲機關導入作業與資料開放作業，期待除了文化

資訊系統開發，更重要的是在於內容完整性，而地方數位文化資源相當豐富，    

未來將規劃與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資料介接整合，以提供完整藝文資源資訊。 

 

 

 

 

 

 

 

 

 

 
 

 

http://cloud.culture.tw/opendata
http://www.opencultuurdat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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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國土資訊系統 

●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推動成果

簡介 

壹、 緣起 

「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以下稱本分組)由內政部統計處擔任 

召集單位，於 95 年 12 月重新研訂「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    

匡列「國土資訊系統統計區及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建置計畫」及    

「社會經濟地理資訊倉儲及流通中心建置計畫」等 2 項計畫，是以社會經濟資料

庫與統計區連結應用為主要前提，冀期提供更具細緻化及彈性化之社會經濟統計

資料予各界應用。 

一、統計區及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建置計畫 

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建立一套有系統地長期固定性小型區域或特定區域，  

作為統計專用之最小空間單元，以保障個案資料隱私，進而整合賦予各項社會

經濟資料各階層統計區之空間特性，俾利強化與深化社會經濟資料之空間    

分析，提升統計資料內涵與應用潛力。 

二、社會經濟地理資訊倉儲及流通中心建置計畫 

本分組於 98 年進行資料庫擴充建置整體規劃，訂定本分組未來推動方向與

整體架構內容，以為後續資料庫全面建置作業之標準與依據。為使資料需求者

可在同一平台上獲得不同單位即時且完整的社會經濟資訊，本分組建置「國土

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共通平台」(以下稱本分組共通平台)，作為社會經

濟資料流通供應的單一窗口，建立社會經濟資料共享之機制。 

貳、 推動成果簡介 

一、國土資訊系統統計區分類系統 

(一) 統計區分類系統之發展 

社會經濟統計資料之空間圖徵包括有區域的公務統計資料，如縣市、  

鄉鎮市區、村里、選區、警勤區、學區、郵遞區…等，及個人或機構別等的

原始資料，如身心障礙者、學校、醫療院所…等，其在個別資料中常具有    

門牌地址、地籍等空間資訊之資料，這些資料可產製成 GIS 點位分布圖。    

公務登記資料中常因其具機敏性無法公布其點位資料，如身心障礙者等點位   

分布，但此類資料可透過點位資料轉換成面量的統計分析方式，常用的方式

如點密度分析及小區域統計。 

建立固定的小區域或網格系統進行統計資料發布，可在保護隱私前提

下，展現點資料的分佈型態。目前先進國家都紛紛細緻化統計的最小單元

區，日本早期運用網格為統計單元，美國的 Tiger 系統、加拿大的 SAC 系統、



 
11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11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澳洲的 ASGC、英國的 OA/SOA 及日本的「街区レベル位置参照情報」等    

系統，係用小街廓或明顯的地面可分割單元作為最小的統計單元區。我國  

國土資訊系統於民國 97 年進行小空間統計單元區的統計區建置計畫的整體

規劃暨試作，98 年至 101 年完成全國各縣市統計區分類系統建置，並提供   

各界應用。 

統計區分類系統的完成，預期對臺灣地區社會經濟資料的蒐集、整理、

統計與分析運用會產生很大的衝擊。首先，資料蒐集方式必須改變，社經   

資料來源包括登記、普查、調查等方式，大多以行政區為單元進行彙總後   

提供使用，現行彙總單元除普查作業外，多以鄉鎮市區或縣市區域為基本  

單元，空間細緻度較低。統計區分類系統完成後，所有個體資料可在資料   

蒐集同時記錄其地址，然後以 GIS 地址對位獲得其空間坐標位置，依其公開

程度可以發布原始個體空間點位分布資料，或以最小統計區向上進行彙總，

再依需求以不同層級發布區提供使用。 

(二) 統計區分類系統架構 

統計區分類系統架構(如圖 1 所示)包括最小統計區與各級發布區，皆   

研訂嚴密的「劃分原則」及「劃分依據」來建構各單元的空間界線，並以    

「劃分標準」來規範各單元內的屬性特質。依最小統計區劃分原則，每一   

最小統計區人口上限約 450 人。發布區係依據形成原則及標準，以不跨鄉鎮

市區為最高原則，由最小統計區向上合併而成。 

六級發布區(全國)

五級發布區(區域計畫分區)

四級發布區(縣市)

三級發布區(鄉鎮市區)

二級發布區

一級發布區

最小統計區

準村里發布區村里發布區

自
訂
發
布
區

 

圖 3 統計區分類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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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區建置為利用街道巷弄、門牌地址或經緯度等對位功能及區劃   

效果，建置最小統計區基礎圖資，便利社經屬性資料和地理圖層做空間    

結合，將社會經濟各項公務登記及調查統計資料，轉化為具有空間分布之  

統計資訊。 

(三) 推動成果及未來發展應用 

最小統計區為通用且長久固定之基礎圖資，其功能為可整合社會經濟 

各項公務登記及調查統計資料，轉化為具有空間分布之統計資訊，可提供  

更為科學與客觀的決策運用及限制。 

全國各縣市統計區個數如表 1，利用小區域統計可有效的提供更廣泛的

運用，如公共設施、公園綠地、老幼年照護設施、商店、工廠等各類型的     

區位選址，以及都市發展、住宅供需的規劃，污染、災區影響的估測，地區

人口的變遷與趨向研究等。政府在有限的資源下，施政上可更精準有效的   

分配運用，以獲得最大效益；民間各種商業活動可更緊密的掌握訴求對象及

經濟脈動；學術研究可更細緻及深入的分析資料，以提出更具前瞻性的建言

及研究。 

表 1 全國各縣市統計區個數 

縣市 最小統計區個數 一級發布區個數 二級發布區個數 準村里發布區個數 完成時間 

總計 158,331 77,854 9,472 7,857 - 

新北市 17,277 13,495 1,344 1,032 99 年底 

臺北市 11,495 7,672 907 449 98 年底 

臺中市 17,223 8,431 1,020 625 98 及 101 年底 

臺南市 12,765 6,337 668 752 99 年底 

高雄市 17,389 8,380 1,233 900 98 年底 

宜蘭縣 3,864 1,474 202 233 98 年底 

桃園縣 13,921 6,960 727 483 99 年底 

新竹縣 4,788 1,615 203 187 101 年底 

苗栗縣 4,879 1,903 226 274 99 年底 

彰化縣 10,028 4,192 469 589 100 年底 

南投縣 4,350 2,192 174 261 100 年底 

雲林縣 7,279 2,159 269 387 100 年底 

嘉義縣 5,594 3,058 206 357 100 年底 

屏東縣 9,794 2,973 398 464 101 年底 

臺東縣 4,929 933 194 147 101 年底 

花蓮縣 4,632 1,308 179 177 101 年底 

澎湖縣 1,455 720 320 96 101 年底 

基隆市 1,750 1,217 140 157 98 年底 

新竹市 2,215 1,249 142 120 99 年底 

嘉義市 1,505 822 104 108 98 年底 

金門縣 777 413 61 37 101 年底 

連江縣 422 351 286 22 101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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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將內政相關資料空間化，藉由地理資訊系統與  

路網、地形圖、航測影像等圖資及已空間化之工商、社福、醫療、教育等各類

社會經濟資料相結合，應用空間統計及圖形化展示功能，提供友善且彈性之   

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供各界參用。當分組成員(含中央與地方政府各機關單位)

尚未自行發展單一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前，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則可提供  

本分組成員一綜合性之應用系統。 

 
圖 2 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三、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 

共通平台之主要功能架構如圖 3 所示，主要分為使用端、管理端及資料庫

端。使用端提供使用者應用之功能，包括社會經濟資料詮釋資料查詢、流通    

供應、地圖/統計地圖展示模組，以及網路服務查詢、申請及介接認證授權模組。

管理端提供資料供應者或服務供應者將其產品上架之功能（包括詮釋資料管

理、產品上/下架管理、服務註冊管理），及提供系統管理者各項管理功能或 CRM

分析模組。資料庫則包含社會經濟資料圖資倉儲、統計資料倉儲與輔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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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端

資料庫　　　　　　　　

使用端

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

社會經濟資料
資料查詢

社會經濟資料
圖資倉儲

社會經濟資料
統計資料倉儲

社會經濟資料
流通供應

(含圖資及統計資料)

社會經濟資料

地圖展示

及統計地圖展示

網路服務查詢

網路服務申請
及介接認證授權

輔助資料
(空間化資料、查詢
輔助資料、底圖等)

會員及網頁
管理

詮釋資料
管理

產品上/下架
管理

社會經濟資料
原始資料

加值應用系統Ｂ

實體資料
服務介接

加值應用系統Ａ

使用者

系統管理者

服務註冊
管理

統計區對位服務
或其它加值應用
web services

資料提供者 服務提供者

CRM分析

      圖 3 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主要功能架構圖 

(一) 資料管理者介面 

各機關管理者針對各業管之資料上架流程如圖 4 所示，首先需建置上架

產品的詮釋資料，在依此詮釋資料下上架資料產品，後續若有使用者申請該

資料時，機關管理者則須審核該申請單。 

 

圖 4 機關管理者之資料上架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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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使用者介面 

專業版使用者針對本分組共通平台資料，可進行資料申請下載，使用者

之操作流程如圖 5 所示。首先為使用者使用類別或進階查詢介面進行資料  

查詢，並依查詢結果挑選所需資料加入產品購物清單中，系統會自動判斷   

若資料無需申請作業者，使用者可直接打包下載。若資料需各業管單位之   

審核者，使用者則需填寫申請單，待各單位審核後，系統自動會發送 MAIL

通知使用者，使用者可再進入本分組共通平台進行申請單查詢，若審核通過

的資料即可進行下載。使用者查詢與申請下載之細部功能如下： 

 

圖 5 資料申請下載之操作流程 

1. 資料查詢申請及下載功能 

(1) 查詢 

本分組共通平台提供兩種產品查詢介面，包括類別查詢與進階  

查詢。類別查詢提供使用者先選擇類別（小類）及主題(詮釋資料)，若

不知主題的所在分類，系統另提供輸入關鍵字以搜尋主題的功能。選擇

主題後系統依據所選的主題，展開該主題下的產品所包含的空間範圍、

空間統計單元、資料週期，由使用者分別選擇條件(可複選)後，再展開

符合條件的產品清單(如圖 6 所示)。進階查詢可依可依產品名稱與產品

欄位名稱的關鍵字、中小類及資料時間等搜尋符合條件之產品清單  

(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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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產品查詢之類別查詢介面 

 

圖 7 產品查詢之進階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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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挑選 

資料查詢後並可直接進行資料下載或申請作業，使用者可點選『 』

鈕，將所要申請的產品或不需申請可直接下載的產品加到產品清單之中，

已加入清單中之圖示會變成『 』鈕，讓使用者清楚哪些產品已加入    

清單，待會員選擇完本次所要申請與下載的產品後，再點選『產品清單』

鈕，來瀏覽本次所要申請的產品清單及不需申請可直接下載的產品清單。 

(3) 申請下載 

其中不需要申請的產品可按 直接下載使用，需要申請的產品

則可按確定申請進行線上申請作業(如圖 8)，填下申請用途後，即可按

確定申請送出申請單，系統會自動寄 email 通知該項產品之機關管理者

進行審核。 

 

圖 8 會員產品下載與確認申請介面 

(4) 申請案件查詢與下載 

資料申請者登入系統後，開啟共通平台首頁，點擊產品查詢中的

申請案件查詢，可在此功能中檢視已送出的申請單狀況，以及取得審核

通過後，開放下載的產品資訊。會顯示下載的期限與次數。點擊「下載

資料」的連結，即可進行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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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圖展示圖台 

本分組共通平台提供一地圖展示圖台可進行資料展示之用，可透過社經

共通平台地圖展示圖台呈現不同的型態的統計地圖，包括面量圖、圓餅圖、

柱狀圖及分級符號圖等，以及與其他類別社經資料、空間基礎圖資等套疊   

分析。 

一般使用者進入地圖展示圖台後，可操作「主題查詢功能」、「地圖     

定位功能」、「圖層控制功能」及「地圖操作工具」相關功能，並將地圖        

影像下載使用。主題圖查詢方式可採行「主題中類」下拉選單或依「關鍵字」      

進行查詢。 

專業版使用者則可操作「工作表管理功能」繪製主題圖，並可設定分享

功能，經由系統審核通過後，即可分享給其他使用者查詢瀏覽，亦可將統計

地圖發布為 WMS 圖層。 

如圖9所示為地圖展示圖台上展示全國鄉鎮市區扶養比面量圖及扶幼比/

扶老比柱狀圖，系統亦提供地圖遮罩功能，可在全國的地圖中只呈現新北市

各行政區之統計地圖。 

 
圖 9 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地圖展示圖台 

(四) 資料建置成果 

本分組共通平台目前已收納資料包括人口、身心障礙者、社福機構、   

工商、醫療院所及護產機構、學校校別概覽統計、全國住宅統計、內政部     

公務統計資料庫、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及統計區分類系統圖資等資料。已完成

11 中類、33 小類之資料上架，依不同時間、統計空間單元及資料範圍之資料

產品數已超過 1 萬餘筆。 

其中以本部戶政司之人口資料為應用面最廣之資料，已收納之人口資料

包括有人口統計(戶數、人口數等)、人口指標(性比例、戶量、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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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比、扶幼比、扶老比、老化指數等)、分齡人口統計(五歲年齡組、十歲

年齡組、三段年齡組等)、分齡兒童及少年性別人口統計、15 歲以上分齡     

人口統計及其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統計、出生統計、死亡統計、結婚統計、

離婚統計、人口消長統計與指標、原住民人口統計與指標、原住民戶數統計、

原住民分齡人口統計等。在住宅之人口資料部分有住戶特性統計、家戶數   

統計等。 

在住宅類資料中，內政部營建署建置營建署住宅 e 化網及住宅及不動產

資料庫等內容，並向其他單位收集資料後進行分析，包括戶役政資料庫、    

財稅資料中心之房屋稅籍檔、全國建管資料及地政資料庫等，進行全國住宅

統計分析，其資料空間單元為縣市、鄉鎮市區。 

在教育類資料中，由教育部統計處每學年持續更新上架各級學校校別 

資料，各級學校屬性資料內容如專任教師數、職員數、學生數、上學年畢業

生數、國際學生數、校地面積、校舍面積、原住民學生數及新移民子女等。

101 學年因應中央與地方之防救災需求，新增了學校禮堂座數(含活動中心、

體育館)、禮堂及體育館面積、教室間數、教室面積等資料項目。 

參、 結語 

國內的公務統計有一套很完整的統計體系，但過去資料分析面多從「量」的

面向出發，鮮少採行「空間分布」的分析，對於資料與空間的對應與分析不充足，

在國土資訊系統業務推動下，著重於透過更細緻化的空間統計單元，並以統計   

地圖或地理資訊系統來進行空間分析，剖析資料在空間分布的意義，即深化社經

統計資料探究的面向，增進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瞭解，冀以大幅提升統計資料應用

價值。 

國土資訊系統之統計區分類系統已於 101 年完成全國各縣市之圖資建置，未

來各類原始個體資料可運用國土資訊系統所建置的門牌位置資料，資料蒐集同時

記錄其地址，且以 GIS 地址定位獲得其空間坐標位置，而後以最小統計區對位進行

彙總，再依需求以不同層級發布區提供使用，。 

大多具機密或敏感的社經原始資料轉化成比過去更細緻及深化的新統計   

資訊，並透過本分組共通平台逐年建置收納典藏資料，流通供應時序性的資料   

內容，則可以讓很多的規劃及決策更加細緻，提升規劃、管理與決策的精細度與    

品質。 

(本文由內政部統計處編審黃虹玲/臺灣大學理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江文意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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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Web2.0 互動應用 

●我國社會網絡 Web 2.0互動應用推動現況 

關鍵字：公民參與（Civil Participation）、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社群網絡(Social 

Networking)、類實名制 

壹、 前言 

資訊通信科技(ICTs)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的溝通方式，已由早期的靜態搜尋

及單向傳遞，進展到以使用者的需求角度，提供即時、互動、同步、多元的資訊

傳遞方式，發展以行動載具（Device）、無線網路 (Network)及社會網絡軟體

（Application）的 DNA 創新應用，重點聚焦在分眾、主動的 Web 2.0 互動分享時代。

政府網站相當於政府為民服務的虛擬窗口，隨著電腦及上網普及率逐年提升，   

民眾對於網路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因此，善用 Web 2.0 加強與民眾的溝通互動，

創新政府服務流程，提升施政品質，已成為我國電子化政府整體發展策略的重要

方向。 

因應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噗浪(Plurk)、Google+等網路社群軟體的

興起，使網友的聯繫更迅速、緊密，將網路活動帶入一個新的發展面向。面對     

推陳出新的各種網路應用工具，各先進國家政府機關，已將 Web 2.0 概念和工具

應用到政府網站和公共政策的服務上。我國政府亦配合主要國家政府部門 Web 2.0

應用發展趨勢，於 100 年公布「政府網站 Web 2.0 營運作業參考指引」，建議     

政府機關以「快速導入模式」應用現有 Web 2.0 工具拉近與民眾距離以及增加    

互動性與參與性；就政府應用Web 2.0趨勢而言，更強調政府網站與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的 深 度 結 合 以 推 動 政 務 的 模 式 ， 如 日 本 武 雄 市 役 所

(https://www.facebook.com/takeocity)結合 Facebook iFrame 之「深化互動模式」，  

不僅在技術上、經費上，以及運作機制上，都有很高的可行性，可作為我國推動

及輔導各級政府機關導入 Web2.0 深度應用的主要示範模式。 

為強化政府虛擬櫃台服務品質及提供多元服務管道，行政院研考會(以下簡稱

本會)自 102 年起試辦輔導機關將官網資訊內容，運用 iFrame 的形式內嵌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充分結合 Social Media 的社群優勢，改善政府網站流量及

互動性較不足的問題，並透過 Facebook 類實名制，瞭解使用機關網站訪客的屬性

及資訊需求，提升民眾服務滿意度。 

貳、 社會網絡Web 2.0發展趨勢 

一、 國際發展趨勢 

Web 2.0 的概念與應用工具已在許多領域產生重大影響並成為意見互動的

重要平台。在公部門政府機關，各先進國家也已風起雲湧地將 Web 2.0 概念和

工具應用到政府網站和公共政策的服務上，產生「Government 2.0」(簡稱 Gov 

2.0、政府 2.0)的各種服務概念與實務應用案例。Gov 2.0 是由最早提出 Web 2.0

一詞的 Tim O’Reilly 所提出。原則上，Gov 2.0 就是政府部門充分運用 Web 2.0   

https://www.facebook.com/take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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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並配合相關技術或平台，吸引公民參與（Civil Participation），亦即政府部門

充分運用 Web 2.0 網路工具中的社會媒體(Social Media)以吸引公民參與(Civil 

Participation)在網路上交流及互動，從而使各項公共政策得以更有效溝通與   

推動。 

另外，世界各國政府推動 Gov 2.0，均將民眾 e 參與(e-Participation)，列為

政府創新應用服務的關鍵指標，以聯合國電子化政府調查指標之 e-Participation 

為例，包含資訊 (e-Information) 、諮詢 (E-Consultation) 及參與決策機制

(e-Decision-making)等 3 個面向次指標。另其他國際相關電子化政府調查，如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之「數位經濟評比」

（Digital Economy Rankings）、日本早稻田大學電子化政府國際評比，亦均以   

聯合國之 e-Participation 做為評估各國電子化政府創新應用的指標。         

就 e-Participation 而言，Web 2.0 互動應用是最佳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ing)

實作工具。而且各國政府為因應 Web 2.0 的最新網路發展趨勢，皆在其電子化

政府相關政策中，將導入與應用 Web 2.0 作為未來政府施政重要策略與措施。 

二、 民眾網路使用行為及需求變化 

網路讓資訊蒐集更便利，依據本會 101 年數位機會調查顯示，臺灣家戶連

網率達 83.7%，12 歲以上網路族佔 73%，全臺 12 歲以上網路使用人口目前超過

1,510 萬人。行動上網更是國內目前最夯的網路趨勢，全臺 12 歲以上網路族    

曾行動上網的比率由 98 年的 41.9%、99 年的 53%、100 年的 70.4%，101 年      

再增為 77.3%，行動上網已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不可獲缺的一部分。顯見國民    

對於社會動態、政府施政等網路輿論的擴散，將透過網路產生相當的影響。 

依前項調查顯示，民眾對於網路社會生活的參與，單雙向投入都很熱絡，

其中參與比率最高的是透過網路搜尋生活所需資訊(85.9%)，其次是參與社群網

站(74.3%)與即時通訊(70.1%)，比例皆已達七成以上，網路溝通已成為民眾與   

社會接觸的重要管道之一，順應新溝通型態，政府可思考主動出擊加入網路    

社群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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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民眾對於網路社會生活的參與 

資料來源：101 年行政院研考會數位機會調查 

參、 我國政府機關Web 2.0應用規劃與推動 

一、配合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策略 

因應社會網絡發展趨勢，並擴大與國際接軌之趨勢，本會將「結合社會    

網絡」納為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六大旗艦計畫之一，應用社會網絡加強與

民眾溝通及互動，並將廣為運用各種社群媒體主動提供更貼近民眾生活需求  

的資訊。 

透過輔導政府機關網站導入 Web 2.0 社會網絡應用，以提升政府政策網路

宣傳品質、提供民眾居家生活資訊服務，並提供政府民間多元溝通管道，最終

期望「加速政策資訊傳遞，提升優質生活品質」為目標。 

 

 

 

 

 

 

 

 

 

 

 

圖 2 電子化政府策略模型-結合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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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機關網站導入 Web 2.0 社會網絡應用，至 102 年 8 月計有行政院

部會及所屬三級行政機關，已導入 288 個 Web 2.0 相關應用（如 Facebook、

Twitter、Plurk、Blog、YouTube、Flickr 等），地方政府合計已導入 351 個 Web 2.0

相關應用（如下表），其中以應用 Facebook 佔 6 成最高。 

機關 部落格 YouTube Facebook Flickr Twitter Plurk 其他 合計 

行政院部會及所屬 

三級行政機關 
30 93 127 15 4 17 2 288 

地方政府 46 52 240 3 2 8 0 351 

小   計 76 145 367 18 6 25 2 639 

二、政府網站服務演進 

在網路使用者與網路應用範圍日益擴展的趨勢下，資訊網路社會也朝向越

來越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網路使用者已不再滿足於被動地搜尋或接收網路    

資訊，更希望能主動參與網路資訊的建構，提升網路使用者與網路資訊間的   

互動性，Web 2.0 正是在此潮流趨勢發展下興起的網路應用概念。 

在政府網站服務演進過程中，初期以「資訊佈達」為主軸，網站建置提供

政府政策宣達與相關資訊下載；而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政府網站紛紛導入  

「加值創新」服務，提供首長專區、線上申辦、多語言版或行動版等功能；      

而在全球 e 化的時代，「與民互動」已成為政府部門公共服務的重要一環，     

借鏡電子商務網站以顧客為導向的觀念將轉化為政府以民眾為導向的服務，  

將是政府網站的必要關鍵因素。尤其利用導入如 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媒體

提供專屬服務或設定議題，吸引特定族群參與，並連結社群媒體與政府網站，

提供網路使用者的互動參與，讓政府網站成為意見表達的管道、高度互動平台，

以達政府政策提供民眾「互動參與，服務有感」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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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政府網站服務演進策略 

三、政府機關 Web 2.0 使用者應用意向調查 

為瞭解民眾對於當前我國各級政府機關導入 Web 2.0 社群網站應用之觀感

及滿意度，並收集民眾對我國政府機關導入 Web 2.0 應用現況之意見，本會   

「政府機關 Web 2.0 使用者應用意向」調查1顯示，有 10%受訪者近半年來已   

加入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粉絲或會員；但仍有 54.7%的受訪者未曾使用過

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另有 35.3%的受訪者只限於瀏覽政府機關的一般 

網站。由此可見，仍有大部分的民眾尚不明瞭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的    

相關資訊。 

 

圖 4 近半年來使用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的程度 

                                                      
1
本會於 102 年 3 月 8日至 4 月 22日辦理「政府機關 Web 2.0 使用者應用意向」問卷調查，

以網路問卷進行，有效樣本為 2,71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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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詢受訪者對於參與政府 Web 2.0 社群網站之主要動機，調查顯示

民眾認為相較於官方網站，透過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可迅速且即時地   

獲得政府資訊並進行互動，並可使民眾自覺被重視，進而樂於即時地在 Web 2.0

網站進行各種互動行為，如諮詢問題、發表意見、交換經驗、分享資訊等。 

民眾已非常習慣使用政府網站的各項服務，例如線上申辦、線上報稅、    

線上諮詢等服務。依據 Globalwebindex 2013 第一季社群媒體使用調查，臺灣的

Facebook 使用戶已突破 1,300 萬人，已可見 Web 2.0 社群網站的普及程度，   

惟民眾仍未習慣透過 Web 2.0 社群網站與政府機關互動，未來政府機關可加強

宣導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強化與民眾互動之機制。 

 

 

 

 

 

 

 

 

 

      圖 5  Web 2.0 應用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Globalwebindex 2013 第一季社群媒體使用調查 

(https://www.globalwebindex.net/Stream-Social)、

http://www.jeffbullas.com/2013/05/06/21-awesome-social-media-facts-figures-and-stat

istics-for-2013/及 FB 台灣使用人口數

(http://www.bnext.com.tw/focus/view/cid/103/id/27267) 

另外，調查也顯示近半年曾使用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的民眾，90.5%

使用政府機關建置之 Facebook 最高，其次為 Youtube (34.4%)及 Google+ (23.8%)。 

四、我國深化 Web 2.0 互動應用 

為「強化政府施政透明化，有效掌握民眾需求，提供更全面的資訊服務及

互動交流」，本會參考日本武雄市役所(https://www.facebook.com/takeocity)採取

的 Facebook「深化互動模式」，協助導入機關將現有官網之主要資訊利用

Facebook 的 iFrame 模組，將官網 10 項主要資訊服務內容以框架模式內嵌至

Facebook 上。 

 

 
 全球活躍用戶已達 10.1億以上 

 臺灣用戶已突破 1300萬以上 

 全球活躍用戶已達 3.5億以

上 

 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社群網站 

 

 

 全球用戶數達 2.96億以上 

 最有行動力的微網誌，日本用戶多 

 月獨立訪問用戶數已達 10 億 

 已成第二大搜尋引擎 

https://www.globalwebindex.net/Stream-Social
http://www.jeffbullas.com/2013/05/06/21-awesome-social-media-facts-figures-and-statistics-for-2013/
http://www.jeffbullas.com/2013/05/06/21-awesome-social-media-facts-figures-and-statistics-for-2013/
http://www.bnext.com.tw/focus/view/cid/103/id/27267
https://www.facebook.com/take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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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 102 年 2 月至 5 月進行 3 個試辦機關為期 4 個月的深化 Web 2.0 互

動 應 用 輔 導 ， 其 中 國 立 臺 灣 科 學 教 育 館 ( 科 教 GO 好 玩 ，

https://www.facebook.com/ntsec/)，其 iFrame 模組應用包含：特展資訊、常設

展資訊、活動資訊、影音庫、活動行事曆等；高雄市勞工局(小勞男孩向前行，

https://www.facebook.com/laborboy.kcg)，其 iFrame 模組應用包含：特休天數及

資遣費試算、勞資爭議調解申請、南台灣勞工就業職訓網、背包客最愛~線上訂

房、庇護工場購物網等。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 當我們同在一起，

https://www.facebook.com/DatongDO)，其 iFrame 模組應用包含：最新消息、    

大同新聞、鄰里資訊、調解業務與法律諮詢等。 

應用 Web 2.0 的機制，讓民眾對政策與服務有更多的參與，例如高雄市   

勞工局推行小勞男孩向前行粉絲專頁，適時公布勞工關心的權益訊息，得到   

粉絲廣大迴響。又如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的科教 GO 好玩粉絲專頁，結合水市

集送水田的實體活動，與民眾分享水稻結穗情形，民眾表示讚賞。而臺北市    

大同區公所的當我們同在一起粉絲專頁，颱風期間即時發布發布因颱風造成  

臺北市區內路樹倒榻、招牌掉落等即時資訊，請民眾小心的訊息，貼心的服務

讓粉絲立即回應表達感謝。這些應用均讓民眾感受到政府的服務用心。 

為提供各機關觀摩學習不同深化樣態，本會於 102 年下半年針對行政    

業務、財政稅務、觀光行銷及鄉鎮市區公所/戶政/地政等機關屬性，擴大至 18

個試辦機關深化 Web 2.0 互動應用，期藉由推動機關深化 Web 2.0 應用服務，    

促進施政與服務更公開透明及公民參與，提供更多元、更貼近民眾需求的電子

化政府服務。 

肆、 結語 

Web 2.0 不僅是企業或個人推展商品或連絡資訊的重要利器，對於政府   

部門而言，也是傳遞重要施政資訊的重點，特別是對於網路世代的年輕朋友   

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溝通與資訊傳遞工具。前述臺灣的 Facebook 使用戶    

已   突破 1,300 萬人，約佔全國 13 歲2人口數的 63.3%，可見 Web 2.0 社群網

站已很普及，成為民眾可接受及廣泛使用的媒介之一。 

然而，根據「政府機關 Web 2.0 使用者應用意向」調查顯示，仍有 54.7%

的受訪者未曾使用過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35.3%的受訪者只限於瀏覽  

政府機關的一般網站，近半年來也才僅有 10%加入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站

粉絲或會員。由此可見，仍有大部分的民眾尚不明瞭政府機關 Web 2.0 社群網

站的相關資訊，這是政府機關未來可以加強著力的重點，優先將使用瀏覽政府

機關的一般網站的民眾，引導至使用 Web 2.0 社群網站，透過 Web 2.0 社群網

站生動活潑、雙向互動特性，加強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參與，即時回應民眾需求，

讓政府機關的 Web 2.0 社群網站也能融入民眾日常生活中，並且由 Web 2.0    

                                                      
2
依美國法律規定，Facebook 只允許年滿 13 歲的使用者註冊。  

 

https://www.facebook.com/ntsec/
https://www.facebook.com/laborboy.kcg
https://www.facebook.com/DatongDO
https://www.facebook.com/nt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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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政府官網，更能提供全面、多元及快捷的政府資訊服務，拉近與民眾的    

距離，及促使民眾能主動參與政策的執行，進而增進雙方良好互動交流關係。

此外，對各機關經營的社會網絡，也可與其他服務性質相近的網絡串連，朝向

整合服務的目標前進。 

       （本文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理處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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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在現代農企業的應用設計 
壹、 前言 

資通訊技術的應用已與現代人生活密不可分，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改變了  

企業產品的行銷方式，我國部分農產品經營業者(又稱農企業)已懂得透過企業網站

或社群網絡提供顧客相關產品和訂購資訊，但儘管行銷已邁入網路行銷時代，但

農企業經營與內部資源管理卻受限於人力、財力和資訊力，停留於人工作業者   

居多，農業企業內部運作管理資訊化始終跟不上行銷活動資訊化腳步。 

資訊系統引進是提昇管理績效和服務品質的必要工具，以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為基礎的企業運作電子化系統，是以會計為    

導向，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為重點，是能協助企業資源作最佳化規劃和分配的資訊

系統，但我國農企業經營規模以中小型居多，資訊系統之建置和啟用後之維運   

成本非一般業者所能負擔，僅有極少數業者能自行客製系統，實現資訊化管理，

絕大多數停留於利用市售套裝軟體，進行部分業務電子化作業，但市售軟體儘管

發展成熟，並不全然適用於業務流程複雜又特殊的農業產業，僵化的功能，也無

法支援農企業大部分需求，許多作業仍需人工處理。 

農委會為輔導農產品經營業者朝企業化經營轉變，著手規劃開發「農業生產

組織經營管理系統」(又稱「農業ERP系統」)，服務人力或財力不足的農企業，另

藉由雲端化設計，達資源共享，服務共用，提高軟硬體利用率等多重效益。 

貳、 系統服務架構設計 

農業ERP系統主要整合我國多家(蔬果類)農業企業之經營內涵所設計，資料  

只要一次輸入，同時使生產作業、進銷存、人事薪資、財務會計、冷藏庫租賃和

農民組織等六大管理機能相互串連，相互勾稽，系統可整合運作，亦可獨立作業。 

不同型態不同規模的農企業有不同業務流程和資訊需求，為讓系統發揮應用

效能極大化，資訊系統設計應用服務範圍規劃如圖1所示，讓不同農企業均能達成

基本功能目標，另再考量不同農企業間差異問題，設法納入系統設計，讓業者經

適度調整即可引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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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農業 ERP 系統應用服務範圍 

農業 ERP 系統整體架構含六大管理模組，所提供服務說明如下： 

一、 生產作業管理模組 

提供生產基本資料、生產排程、栽培作業、用肥用藥、採樣檢驗、採收

作業、耕地利用、生產履歷和生產資材等管理作業，其作業導覽如圖 2。 

 

圖 2  生產作業管理作業導覽圖 

二、 進銷存管理模組 

提供進銷貨管理、庫存管理、簡易收支沖帳維護、客戶合約檔期設定、

發票憑證維護、共同運銷和共選共計作業、以及加工管理等服務，其作業導

覽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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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進銷存管理作業導覽圖 

三、 財務會計管理模組 

提供銀行往來、銀行票據、收支沖帳、會計總帳、結轉等作業，帳冊報

表產製，財產和零用金管理等服務，其作業導覽如圖 4。 

 

圖 4  財務會計管理作業導覽圖 

四、 人事薪資管理模組 

提供人事、薪資、勞健保等相關基本資料維護、差勤管理和薪資發放作

業等服務，其作業導覽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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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人事薪資管理操作導覽圖 

五、 冷藏庫管理模組 

提供冷藏庫相關基本資料設定和租賃管理等服務，其操作導覽如圖 6。 

 

圖 6  冷藏庫租賃管理作業導覽圖 

六、 農民組織管理模組 

提供公文、社員、社務會議和選務等管理服務，其作業導覽如圖 7。 

 

圖 7  農民組織管理作業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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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統共用設計考量因素 

每一個企業都有獨特的作業方式，對營運資訊需求不同，系統使用也不一致，

而農業和其他產業的業務流程又不同，要設計出一套適合農業使用之ERP系統，且

能套用到不同產銷型態、不同組織規模、不同組織架構和分工、不同業務流程、

不同資訊需求、不同管理制度的農企業，系統需具高度彈性，需可滿足多數農    

企業的資訊化需求，這才是這套系統開發最難的挑戰；因此系統採參數化架構   

設計，將各農企業相關的使用或影響因素納入系統設計考量，並預留彈性空間。  

一、 為方便不同農企業者根據需求調整利用系統，系統模組和功能需可自行

選用，未選用之模組和功能自動隱藏，以簡化系統；日常業務單據需可

依據其作業需求，彈性調整輸入欄位，只留必要實用的欄位輸入；報表

列印項目，需可依需要調整設定；單據表列之筆數需可自由調整。 

二、 不同農企業其組織架構規模和管理不同，導致系統作業需求不同，如： 

(一) 是否分多個作業場區各自獨立作業；交易對象相關交易條件是否依據

各作業場區而有所不同。 

(二) 是否分多個倉庫管理，倉庫是否為某個作業場區專用。 

(三) 系統使用者權限，需能自訂群組，依據不同農企業規模，可依使用者

作業場區和職務不同，授予不同作業權限，權限控管精細度需能由  

業者自行決定，不同農企業不同使用者所見系統介面不同。 

(四) 是否需有代理人機制，並於代理期間系統自動授權，可執行被代理人

系統權限。 

(五) 不同農企業之日常業務單據和公文文號編碼格式不同，需能手動或採

用電腦自動編碼；由電腦自動編碼之格式和其流水號之累計方式需能

自訂。 

(六) 日常業務單據是否需有線上簽核機制，有簽核機制者，未經有管理權

人簽核之單據無效。 

(七) 不同農企業之產品分類層級、種類、產品等級和包裝 (銷售 )規格    

不同，需能自訂；不同農企業的產品資訊不同，且需能對應到其產品

國際條碼、不同客戶之店內碼和不同供應商之商品條碼，且輸入任一

資訊代碼都能帶出同一商品資品。 

(八) 不同農企業者對進銷貨作業呈現之數字小數點位數要求不同，除需能

自行控制小數位數及之後數字之處理方式，尚需可依不同交易對象、

不同業務單據或不同數值資料設定不同小數位數。 

(九) 報表和單據表頭名稱需可修改為個別企業所慣用之名稱；不需要之  

報表資訊可選擇不印，輸出之資料需可調整欄寬和小數點位數等。 

(十) 不同農企業對不同(或特定)交易對象之進銷貨款項有不同折扣(或加、

扣款)內容、條件或金額，需能自行定義。 

(十一) 不同農企業進銷貨作業流程不同，系統需能依實際需要簡化流程且 

不影響資料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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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不同農企業交易對象屬性分類、優惠條件和期間、建議售價各    

不同，子母公司交易相關資料是否需關連，如何關連，需能自訂。 

(十三) 交易單據交易數量為 0 者是否剔除或隱藏、進銷貨數量是否隨規格

單位變更而自動換算由業者自訂。 

(十四) 依交易結果付款給共同運銷或共選共計農民供貨款項之計算公式  

各不同，且因銷貨對象而異，需能自訂。 

(十五) 不同農企業人事薪資制度複雜度不同，需能自行調整，自由排定  

班表，自行定義月薪、日薪、時薪和計件的薪資、獎金和加班費之

計算方式，以及上下班、加班、月休假、年休假、午休和不假外出

之計算方式，且需能因人而異。 

(十六) 系統各下拉式選單內容由農企業自行定義。 

(十七) 公文決行簽署欄位名稱依農企業組織簽署人職稱自定。 

(十八) 不同農企業不同作物不同生產農法，其田間作業、準備工作、病蟲

草害防治和因應氣候的栽培計畫各不相同，系統設計需讓業者能 

自行定義自家農場田間作業內容、用肥和用藥知識集、病蟲草害 

可用之防治資材和施用條件。 

(十九) 財會作業需可依業者需求，略過某些可省略之作業程序，精簡作業

流程，系統亦能自動產生所需結果，以簡化作業流程。 

(二十) 需可依企業之營業屬性調整會計科目和進銷貨產品會計科目之認列

方式。 

(二十一) 需提供業務單純之業者精簡版收款單、請款單功能。  

(二十二) 財會是否分部門各自管理、傳票結轉結果付款科目是否合併、  

是否依不同作業場區自訂傳票編號格式，由業者決定。 

(二十三) 需能提供農企業者對其冷藏庫租賃業務可彈性設定倉庫使用    

限制、條件和計費項目，自行定義租用天數、空間和租金計算  

方式。 

肆、 農企業應用成果 

我國農企業多數規模不大，系統作業人手不足，迫切需要資訊系統輔助之   

各項企業活動反應出對各模組的應用狀況；企業交易活動直接關係到企業的利潤

與經營，所以進銷存管理模組使用率最高，也是企業優先想要導入企業使用之   

模組；生產作業管理模組關係到所銷售農產品之供貨量和品質，其使用率次之；

其餘模組應用則視企業規模和需求而定。 

迄今應用系統之農企業組織規模有從2人至200餘人，企業內系統作業人數   

從1人至40餘人不等；有從事蔬菜、水果、花卉、菇類、稻米和雜糧等產銷之農企

業者應用，其中以有機生產業者使用居多，而有機業者希望系統能輔助其更精準

有效掌握生產和銷售的每個環節。 

另外，已應用系統之業者對系統功能導入使用比例最高約95%，最少不到

10%，說明了農業ERP系統具高度彈性，農企業依實際需求調整參數後，可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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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融入實際業務流程。 

伍、 結語 

為提高「農業ERP系統」適用性和穩定度，系統仍需持續與農企業者實際使用

意見回饋磨合。但為讓系統有足夠彈性為多數農企業依其企業運作特性，調整   

系統使用環境、設定參數及相關功能以符合其農企業特質，卻造成系統龐大複雜，

連帶提高系統使用學習進入門檻，尤其對小規模經營之業者，平時忙於農務，    

學習常無法持續，增加輔導業者學習和上線困難度。 

為輔導目前和未來有意使用系統之農企業者快速了解系統功能，熟悉系統  

操作，除於各系統功能提供功能輔助說明和學習教材外，農委會更提供各種輔導

管道，如辦理模組使用訓練、提供線上即時教學、到場個別教學輔導，以及協助

基礎資料建立等，希望能縮短業者導入時程，降低導入失敗率，加速系統應用    

效益呈現。 

系統應用推動初期困難重重，但近年來年輕農民返鄉耕田增多，農企業者   

平均年齡逐年降低，帶動以企業經營概念來經營農業，且對資通訊技術應用接受

度高，學習力強，對輔導農企業經營管理資訊化有正面助益。 

 (本文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訊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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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工務局行動化道路查報系統 
壹、個案背景與問題描述 

一、前言 

伴隨著經濟蓬勃發展，交通運輸量增加，維生管線供需挖掘施工，導致路面

結構產生破壞，衍生交通意外事故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亦增加社會成本支出，

經由媒體報導及輿論撻伐，無形中讓民眾對道路服務品質存有越來越多爭議與  

需求度提高，隨著物質生活水準提升，民眾對道路服務品質除了基本「行」的功

能外，其更加要求「安全」、「舒適」、「美觀」等多功能服務，順應著民眾需求       

導向，提升道路服務品質更是近幾年縣市首長在執政的首要政績，相對負責道路

養護權責單位更是肩負重任，如何有效率提昇道路服務水準是當前首需解決之  

問題。 

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從道路損壞案件之通報、派工、施工至竣工結案，都

對於現場狀況作即時追蹤管理。案件產生至結案過程中，承辦人員、通報民眾、

權責單位、養護廠商…等，都需要對現場狀況有所了解，甚至進行交互參照之    

作業說明。在此種現況下，現有的資訊管理系統，已不能僅只扮演傳統的資料    

登錄作業，必須整合各方需求及技術，設計更為符合效益之養護模式。本系統    

成功整合道路管理機關、資訊及養護廠商，透過平台的運作及資料的整合，將    

道路養護作業一元化，解決上述問題，應用資訊系統建構養護管理之標準作業   

程序，俾利案件通報、養護派工、施工管理、完工結案之全生命週期管理，簡化

行政作業程序，加速為民服務之效率。 

行動化道路查報系統APP，改善既有電話聯繫及傳真方式，可能因漏接影響  

道路修復時效，本局結合雲端概念開發APP，使外業人員及施工廠商可於戶外通過

3G網路，第一時間取得最新的道路損壞資訊、修復情形與案件狀態，道路修復    

完成後，亦可透過查報系統及時回傳修復情形、照片與坐標位置等資訊，並可藉

由系統將外業相關資訊、現地相片傳遞回道路管理系統，可提升道路坑洞養護   

修補效率，增進用路人通行安全。 

二、道路養護作業問題分析 

(一)資訊缺漏 

桃園縣政府過去辦理道路養護業務，道路基層養護人員對於養護作業

之推動，常力不從心，只能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在接收道路損壞資訊後，

派員通知養護，沉重的行政作業，對於坑洞發生原因，往往未進一步紀錄

及進行分析，例如：養護需求來源、發生地域、破壞類別、委派區間、作

業時效、修護方式、修復經費等。加上過去的養護模式僅以文字及少量    

照片紀錄當時養護行為，相關作業文件採用文字檔（Word）管理方式，     

對於後續的分析及應用，更是難以發揮其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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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率不佳 

有關接獲的養護需求，為加速對民眾的服務效率，除透過簡易的紀錄

予以陳述交辦外，未留下完整書面文件，且採用傳真單方式聯繫相關廠商

及單位，道路損壞修復完成後，再透過正式公文進行辦理事由之補正程序，

效率不彰。 

另民眾意見反應，往往僅留下文字資訊，對於空間位置的特性描述較    

缺乏，且部分地區特徵物較少，常常發生由於資訊不足，造成對於養護需

求之來源地點或標的處，必須進行一再的重複確認，在缺乏明確的溝通事

證下，易造成彼此認知上之差異。 

(三)資源浪費 

過去的作業方式，每月約2,000件養護案件，皆採用文字檔（Word）管

理方式，往往同一案件就必須重複登打多次，造成人力資源浪費，亦必須

指派專人在登錄各案件處理情形，在其重覆登打過程中，亦常常發生誤繕

情事，同時每一筆案件亦需以紙本方式輸出，再利用傳真方式傳遞至養護

管理單位，至少產生二頁以上的紙本文件，大量的傳真書面文件，往往亦

造成紙張之浪費及傳真單收取時間之爭議，作業留存紙本文件如圖1所示。 

過去道路養護案件巡查工作均為紙本作業，巡查人員攜帶稽查表單及

資料清冊至現地進行巡查工作，成果亦記錄於紙本上，巡查成果建檔工作

則於回  內業中再進行登打建檔，案件資訊未以資料庫方式登錄，亦常發

生自主巡查  案件與其它通報案件重複登載情形。 

 

圖 1 書面傳真文件範例圖 

貳、採用解決方法 

本局整合GIS及GPS，開發行動化道路查報APP，利用APP於使用者端儲存    

文字、影像及空間資料，於道路及附屬設施之養護作業，並結合3G行動通訊，     



 
37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11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讓廠商即時將現況資訊回傳，讓管理及使用者端只要具備瀏覽器或安裝APP即可  

進行養護作業之登錄、填報與資訊的查詢，讓資訊能即時更新，同步整合道路    

養護通報資訊，案件登錄來源包含工務局自主巡查、廠商巡查、道路申挖資訊、

縣長信箱、1999、路平專案、民眾通報、縣容查報等，並可依據道路養護單位不

同，進行派工作業，將養護資訊立即傳遞至可各養護單位，其整合架構如圖2所示。 

 

圖 2 解決方法架構圖 

一、流程整合 

(一)案件通報資訊整合 

針對案件來源進行整合，過去針對坑洞的通報，來源有多種管道，包

括：本局同仁自主巡查、廠商巡查、道路申挖資訊、縣長信箱、1999、路

平專案、民眾通報、縣容查報等，為加速回報效率，故優先進行通報資訊

整合作業，案件錄案後，再經由系統統一派工，透過單一窗口建立，可避

免案件重覆登打及派工，並加速坑洞修補效率。 

(二)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本局逐步分析道路查報管理作業流程，擬定最適化標準化作業程序，

以建置完整的道路巡查系統。並在計畫完成後將執行經驗與機制具體留

存，作為未來業務執行及推展的依據。 

1.建立查報作業程序標準化(SOP) 

桃園縣道路查報及坑洞修補作業方式，包括各項標準作業流程及作業

步驟，做為各階段作業及自我查核之依據。規劃標準作業流程如圖 3 所示。

於坑洞修補作業前，針對外業人員進行作業講習，並編製各項現地疑義  

處理方式，使各工區作業人員對坑洞修補有一致性作業原則，並要求調查

人員能注意作業期間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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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行動查報作業流程圖 

2.訂定案件編碼 

為提升外業查報效率與方便使用者資訊判讀，及改善以往傳真傳送和

接收時間不同步所造成的困擾，系統開發第一階段即先制定查報標準作業

流程，由 APP 或網頁端完成案件登錄作業，即代表完成通知作業，律定標

準時間，同時案件編碼即依據系統案件登錄時間進行設計，例如：案件編

號為【20130101120405】，代表案件入案時間為 2013 年 1 月 1 日 12 時 4 分

5 秒，通報時間統一後，一方面可利於養護廠商自行安排巡修進度，以落

實查報時效，達成 4 小時完成緊急修復目標，另一方面亦可解決過去時間

不一致的問題。 

二、資通訊服務導入 

標準化流程制定後，接續為開發查報系統，為使系統操作流暢並簡單

易懂，將採圖形化操作介面開發，以降低使用者學習的門檻，使其能充分融

入各項業務當中，本系統主要目的在於快速掌握道路資訊、充分結合相關業

務管理需求、有效縮短外業查報及圖資更新時間，並統整本局既有的道路挖

掘管理系統與公共設施管線圖資查詢系統，達資料共享、單一簽入之目標，

藉此系統輔助道路管理及相關決策，進而提升道路服務品質，奠定道路管理

資訊化良好之基石。開發平台將採用最新版之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ESRI ArcGIS Server)與資料庫軟體(MS SQL 2008 R2)進行開發，系統架構如

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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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透過完整的平台建置，將資訊集中管理，並依使用者權限賦予

不同之操作界面與服務功能，指派所屬之作業選單及待辦案件內容，整合

推播通知以及落後修復警示提醒。採用雲端資料庫架構及設計，規劃以  

一次輸入共同使用為原則，以減少重複資料輸入的成本，並整合 GIS 圖形

及案件資訊。採用 IOS 作業系統，開發查報 APP，使用端只要具備瀏覽器

或安裝 APP 就可進行養護案件之填報與資訊的查詢，服務系統以元件化開

發使用界面，串聯模組間訊息傳遞，未來透過此平台可再繼續擴充各種業

務需求，畫面如圖 5.1～5.8 所示。 

 
圖 4 系統整體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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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工務局同仁登錄頁面 圖 5.2 工務局同仁使用版面 

  

圖 5.3 主辦機關通報頁面 圖 5.4 上傳通報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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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廠商列管養護案件 圖 5.6  放大檢視修復後照片 

  

圖 5.7 修復後照片檢視及開啟地圖 圖 5.8 查詢結果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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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進行道路養護作業時，仍可能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例如:手機 

沒電、GPS 訊號不佳、系統當機等，造成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回報，為改善

此問題，系統亦於網頁端提供照片回傳結案及修改功能，讓廠商可利用  

其它方式將照片及修復結果快速回傳後，於期限內完成回報結案作業，  

避免因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的違約風險，詳如圖 6 所示。 

 

圖 6 網頁端回報結案畫面圖 

道路查報將統整民眾網路通報、承辦員案件登打與巡路員外業巡查等

三來源，提供整合式的案件彙整、管理及追蹤介面，輔以查詢與統計    

功能，讓相關業務承辦可充分瞭解各案件辦理進度與情況，其架構如圖 7

所示。 

由於案件採用資料庫管理，系統可依據使用者需求條件進行統計    

分析，養護資料庫記錄各養護事件全生命週期資訊，包含地點、查報    

時間、修復時間、坑洞類型、養護前後像片等資訊。系統可自動化地統計

分析各路段或各資訊來源之筆數、養護完成時間等資訊(如圖 8～10)所示，

以供本局判斷未來道路養護路段研判，及巡查人力調度、各鄉鎮公所養護

經費分配，或未來道路定期養護規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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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道路查報管理架構圖 

 

 

圖 8 動態 HOT SPOT 圖 

以 Hot Spot 方式呈現 

案件集中位置及數量 

Hot Spot 的圖面呈現，會

依據比例尺自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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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通報案件統計表 

 

 

圖 10 案件來源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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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納入契約規範 

本局年度維護廠商共分成四個工區，目前每日合計約 40～150 筆通報列管

案件。 

於新契約的工作文件，養護廠商作業所需之機具(行動裝置)及通訊設備

費，納入【桃園縣編號道路坑洞機動養護暨管線挖掘路面修復工程開口契約】

中，讓廠商於投標階段即瞭解作業方式及內容，廠商於投標階段可預作準備，

並於契約簽訂完成後，便可投入作業，契約規範內容，詳如圖 11 所示。 

 

 

 

 

圖 11 契約規範條文範例圖 

四、強化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參與 

凡是與本系統有利害係的團體或個人，皆稱之為「利害關係人」，包括   

局長、科長、承辦人員、養護廠商、系統開發廠等。 

坑洞養護巡查作業，若僅單靠縣府人力及機具，實無法有效落實及推展 

業務進行，因此本研究於系統設計階段，即由工務局局長召開討論會議，並規

劃以養護廠商為主要使用人員，為使廠商能於上線及測試階段即可快速進入 

狀況，於開發階段即強化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從系統雛型階段即開放廠商   

使用，並且辦理多場教育訓練，讓使用者意見可以充分的回饋，養護廠商願意

高度配合使用行動化查報系統，亦是本案成功關鍵。本案確保各種利害關係人

的聲音及需求能被接收及回應，透過對話、參與及合作，取得創新和共榮共贏

的共識及解決方案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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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利害關係人參與圖 

參、創新效益 

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建置道路巡查工具，雖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但能

夠要求養護廠商端使用，並要求於期限內完成結案回報，本局真正落實於執行，

透過巡查資訊系統建立，在既有養護人力與預算經費不變下，可提高道路資訊   

傳遞速率，增進資訊化程度。 

巡查系統行動化與傳統使用紙筆記錄之作業相比較，其優點不僅攜帶方便，

且可減少 2 次輸入之時間及發生錯誤風險，同時每年可減少 48000 張 A4 紙張的   

用量，促成達節能減碳目的。另巡查系統之巡查紀錄可自動編排輸出，減少資料

整理時間，巡查紀錄、頻率及缺失改善情形可隨時查詢、統計，管考容易，比較

成果彚整如表 1、表 2、表 3 及圖 13 所示。 

表 1 行動化巡查與傳統巡查作業比較表 

項目 行動化巡查 傳統巡查 

作業效率 高 低 

精準度 高 低 

資料查詢 易 難 

統計分析 易 難 

管理考核 易 難 

系統整合 易 難 

巡查紀錄 資料庫儲存 紙本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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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動化巡查與傳統巡查作業時間比較表 

項目 行動化巡查 傳統巡查 

查詢單一案件時間 10 秒 180 秒 

彚整及核對單一案件時間 

(管理端) 
20 秒 600 秒 

彚整及核對單一案件時間 

(廠商端) 
20 秒 360 秒 

傳遞時間節省(時/年) 20 秒 180 秒 

 

圖 13 行動化巡查與傳統巡查作業時間比較圖 

表 3 行動化巡查與傳統巡查作業人力節省比較表 

項目 行動化巡查 傳統巡查 

查詢單一案件時間 10 秒 180 秒 

查詢人力節省(時/年) 

每案查詢效率可節省 170 秒 

2000 件/月*12 月*170 秒 ≒ 1133 小時  

共可節省 141.6 工作天，$ 254,880 元 

彚整及核對單一案件時間 

(管理端) 
20 秒 600 秒 

彚整人力節省(時/年) 

(管理端) 

每案彚整及核對效率可節省 580 秒 

2000 件/月*12 月*580 秒 ≒ 3866 小時  

共可節省 483.3 工作天，$ 870,000 元 

彚整及核對單一案件時間 

(管理端) 
20 秒 360 秒 

彚整人力節省(時/年) 

(廠商端) 

每案彚整效率可節省 340 秒 

2000 件/月*12 月* 340 秒 ≒ 2267 小時  

共可節省 283.3 工作天，$ 5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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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時間節省(時/年) 20 秒 180 秒 

傳遞時間節省(時/年) 

每案列印後傳真效率可節省 160 秒 

2000 件/月*12 月*165 秒 ≒ 1100 小時  

共可節省 137.5 工作天，$ 247,500 元 

紙張用量節省(張/年) 24000 
 (2000 件/月*12 月* 1 張) 

72000 
 (2000 件/月*12 月*3 張) 

一、巡查資訊完整紀錄 

透過歷史資料的建構，可以完整檢閱所養護知道路設施歷程演變。包括：

維修記錄次數、故障原因檢視、維修通報/指派/完工各項時間以及維修單位，

配合 GPS 座標點位，可儘速調閱該處之道路實景影像或維修記錄照片等資料。 

二、查詢效率大幅提昇 

提升稽查人員資料查詢速度，藉由定位資訊自動擷取該處附近之所有道路

挖掘案件，減少稽查人員翻閱紙本資料時間，依據統計分析約可節省 141.6   

工作天，並大幅減少內業資料重新核對及彙整時間，約可節省 483.3 工作天，

對於縣府的人力安排將更有彈性。對於施工廠商而言，同樣也可減少內業資料

彙整時間及總表製作時間，約可節省 283.3 工作天。 

三、縮短資訊傳遞時效 

道路查報將統整民眾通報、承辦員案件登錄與巡路員外業巡查等三來源，

提供整合式案件彙整、管理及追蹤介面，輔以查詢與統計功能，讓相關業務  

承辦可充分瞭解各案件辦理進度與情況。可在任何時間經由網際網路作業，即

時查詢到辦理情形以及結果，而養護廠商亦可透過網際網路，將辦理狀態、 

使用數量及工料種類等，透過 APP 即時回報，監造或審查機關可在最短時間內

核覆處理結果，整體的業務及行政效率比起列印後傳真作業方式，共可節省 

137.5 工作天。 

四、耗用減量節能減碳 

行動化與傳統使用紙筆巡查記錄之作業相比較，其優點不僅攜帶方便，且

可減少 2 次輸入之時間及發生錯誤風險，唯目前仍需紙本文件留存，故每年僅

可減少 48000 張 A4 紙張的用量，未來全面達到無紙化後，紙張資源耗用可更 

一步改善，促成節能減碳目的。 

五、雲端資料管理中心 

利用雲端資料管理方式不同於過去資料中心內各硬體系統獨立分隔的建構

邏輯，改採以統一管理，透過良好的分散備援模式使巨量資訊可快速被處理，

達到高處理效率；此外不同於過去採用高規格容錯硬體設備的思維，改為預設

硬體的錯誤為正常狀況，透過系統管理軟體即時調配工作，在架構與資料中心

運算思維上的更新，都使得新一代雲端資料中心逐漸在成本、效率等條件上 

具備明顯優勢。 



 
49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11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六、多元統計分析報表 

由於案件採用資料庫管理，系統可依據使用者需求條件進行統計分析， 

養護資料庫記錄各養護事件全生命週期資訊，包含地點、查報時間、修復   

時間、坑洞類型、養護前後像片等資訊。 

系統可自動化地統計分析各路段或各資訊來源之筆數、養護完成時間等 

資訊，以供本局判斷未來道路養護路段研判，及巡查人力調度、各鄉鎮公所 

養護經費分配，或未來道路定期養護規劃的依據。 

七、後續推廣 

本系統已成功導入桃園縣養護作業，第二階段則是將巡查系統導入鄉鎮市

公所使用，以進行市區道路的管理回報，利於桃園縣未來升格後，管養作業 

可一次到位，第三階段則是導入轄區內於道路下埋設管線的各管線事業單位，

使其系統服務範疇可以不斷擴大，充分發揮本系統其使用效益。 

肆、結語 

為方便養護巡查作業，本系統將導入行動 GIS 概念，並透過行動裝置讓概念

付諸實行，開發行動化巡查系統，讓外業人員可以在現地直接將巡查與記錄回傳

至資料庫，智慧化行動裝置集 GPS 與 GIS 於一身，減輕工作人員負擔，減少紙張

的耗損，讓整體作業真正 e 化，並循序導入道路巡查標準流程，讓廠商真正落實

使用，將養護作業鏈完整串聯，是本系統最大應用價值處。查報後的各項道路養

護資訊皆可於網路上輕鬆查詢，並提出適當的空間資訊，支援縣府同仁安排年度   

歲修的相關作業，亦可透過統計資料協助首長提出決策方案。 

所有的作業，最終目的是落實政府願景－「e 化政府，便民服務」，本團隊     

有幸協助縣府打造幸福桃園城，落實便民服務精神，讓本案成果可以服務民眾，

協助工作人員提高效率，快速處理民眾反映，解決縣民切身問題。 

(本文由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土木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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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人事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警政署資訊室賴副主任淑賢於 102 年 8 月 2 日退休，作業設計科林科

長淑美於 102 年 8 月 5 日退休。 

●法務部 
法務部資訊處陳科長仲和調升高級分析師，派令自 102 年 7 月 23 日生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一職，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由吳瑞南

主任接任。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一職，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由

陳義麟主任接任。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一職，由醫學資訊所教授蔣榮先兼主

任，派令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一職，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由陳宗禧   

主任接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一職，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由白能

勝主任接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一職，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由

劉純和主任接任。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一職，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由陳奕良

主任接任。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電算中心主任一職，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由郭英勝主任

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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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 

近來行動裝置成為駭客攻擊的目標，行動裝置安全及個資外流已成為資安

重要議題。 

 Android漏洞危及 99% Android裝置 

據美國資訊安全公司 Bluebox Security 披露，Android 系統存在重大的安全

漏洞，99％的Android手機都受到影響，這些漏洞可能導致用戶隱私外洩。目前

Bluebox Security 表示 Google 已經在今年 2 月填補此項漏洞，不過包含 HTC、三

星等廠商由於客製化等緣故，可能並未修正此問題。Bluebox 目前只是詳細描述

該漏洞，指出駭客能在不被應用程式商店或使用者察覺的情況下，把任何合法

的應用程式改為惡意應用程式，而並未公布技術細節。但來自 ViaForensics 的行

動安全工程師 Oliva Fora 找到了漏洞所在，並且打造出一個可修改合法應用程式

的概念性驗證程式，然後在 Github 軟體開發專案代管服務網站上發表該驗證程

式。目前 Google 已完成修正 Google Play，來防堵遭修改可繞過加密簽章驗證的

惡意應用程式。 

 蘋果開發者網站被駭，使用者個資恐外流 

不只是 Android 平台，蘋果開發者網站亦發現遭駭客入侵而緊急關站，600

萬名開發者中，部分用戶姓名、通訊地址或 Email可能遭竊外洩，蘋果也在關站

公告上坦言，有 1 名入侵者試圖存取註冊用戶的資料，雖然所有用戶資料均有

加密，但不排除部分開發者的姓名、電子郵件或實體通訊地址可能遭外洩。蘋

果已在發現後清查系統，並更新伺服器軟體，也重建內部資料庫。蘋果開發者

網站成長速度飛快，註冊人數已超過 6百萬名開發者，光是去年就有 150萬名開

發者註冊。剛滿 5歲的 App Store已有 90萬種 App，蘋果付給開發者的款項 5年

來累計超過 100 億美元。開發者可在這個開發者網站上存取各種 iOS 和 OS X 的

開發資源，也能透過網站測試或發布 App 程式。這 600 萬名開發帳號的個資，

如開發者姓名，通訊地址、Email 等，可能都因這次被駭事件而面臨個資外洩的

風險。 

 手機 SIM卡漏洞使駭客可遠端控制手機 

德國安全專家發現，全球數以億計手機所使用的 SIM 卡有漏洞，讓駭客得

以透過傳送簡訊方式遠端控制綁架手機。德國 Security Research Labs 創辦人

Karsten Nohl 發現，利用簡訊(SMS)部署更新的 OTA(over-the-air)方式可以用來擴

充 SIM 卡功能，甚至是擴充 Java 軟體。雖然這方法很少人使用，但是卻讓手機

有被駭的風險。研究人員發現，OTA 指令是以加密 SMS 訊息直接傳送給 SIM

卡，但是其加密技術並未採用較好的 AES 加密，而是 70 年代的過時 DES 加密

法，讓駭客很容易就可破解 SIM 卡裡的 56 位元 DES 金鑰。示範的研究人員只用

了一般個人電腦，傳送有問題的 SMS 給目標裝置，裝置 SIM 卡接收到有問題的

OTA 指令後不但沒有停止回應，還自動傳回附送解密訊息的錯誤碼，兩分鐘就

可破解 DES 金鑰。一旦拿到這組數列，駭客就可以透過簡訊傳送 Java applets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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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或惡意程式到手機 SIM 卡上，藉以偷取重要資訊、綁架手機，或冒充手機持

有人做任何事，例如進行網路交易或銀行轉帳等。 

 日本 LINE伺服器遭非法存取，169萬 NAVER會員個資外洩 

著名的行動通訊軟體 LINE 亦遭駭客入侵，日本 LINE 證實伺服器遭不明人士

非法存取，旗下 NAVER 入口網站各項服務會員帳號個資總計約 169 萬筆可能外

流，但不含日本國內外 LINE 用戶帳密與個資。日本 LINE 系統部發現管理 NAVER

帳號資料庫的伺服器有疑似非法存取的跡象，立刻會同相關部門展開調查，約 1

小時後發現非法存取路徑並將其切斷，但這段時間內伺服器已被植入帳號密碼抓

取程式，確認有個資外洩的風險。NAVER 服務全部切換為安全模式暫停使用者登

入服務，至晚間起才依序恢復服務。詳細調查後發現，可能流出的個資包括帳號

ID、電子郵件信箱、Hash 加密的密碼與帳號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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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預報 

●Big Data Foresight Forum前瞻論壇 
Big Data 的議題在 2012 年 3 月 29 日美國歐巴馬總統公告投入 2 億美元推動 

Big Data 研發，從基礎科學研究到醫療、國防、能源到地球系統應用科學，掀起了

一波產官學界科技對話的高峰。搜尋與社群網站等各式雲端服務的背後，便隱含

著 Big Data 的核心價值與無窮商機；資料智權與加值應用更帶來風起雲湧的挑戰

與機會。本次論壇特別邀請國內產官學研界的科技領導者，就政策、應用與技術

等前瞻面向，討論臺灣的科技優勢、競爭利基與策略佈局，藉以掌握最新的產業

脈動，共創新一波科技藍海！ 

二、時間：102 年 9 月１3 日(星期五) 上午 9:00 

三、地點：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新竹市研發六路七號 國際會議廳） 

四、議程及報名網址：http://bigdata.narlabs.org.tw/index.php 

五、主辦單位：國家實驗研究所、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共同主辦：ACCTA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電腦學會、聯合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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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ata聯盟成立大會 
一、舉辦目的： 

為促進產官學研及民間各界認知 OpenData 重要性，並呼籲政府部門開始重視

活化資料加值應用。產業已正式成立 OpenData 聯盟，希望透過聯盟運作，協助    

創造 Data Economic 環境,進而活絡產業發展。 

二、時間：102 年 9 月１4 日(星期六) 9:00-16:30 

三、地點：台北市電腦公會(台北市八德路三段 2 號) B1 會議室 

四、議程及報名網址：http://seminars.tca.org.tw/d15j00360.aspx 

五、指導單位：行政院科技會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OpenData 聯盟 

六、聯絡人：李小姐 電話:(02)2577-4249 分機 840  E-mail：lovely@mail.tca.org.tw  

 張小姐 電話:(02)2577-4249 分機 253  E-mail：carrie@mail.tca.org.tw 

http://seminars.tca.org.tw/d15j00360.aspx
mailto:lovely@mail.tca.org.tw
mailto:carrie@mail.tc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