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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專欄 

交通資訊業務發展概要 

交通部次長兼資訊長 陳純敬 

壹、 前言 

交通部主管之業務包含陸、海、空交通運輸、觀光旅遊及氣象，與民眾日常

生活中的「行」和「休閒娛樂」密切相關，在空間上涵蓋了台灣本島和離島，其

中的道路交通資訊和氣象資訊更是民眾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訊息。近年來更由於

極端氣候的影響，每逢下雨便造成公路和橋樑的損壞，為了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

與行的安全，更進一步發展了防救災的資訊系統，提供及時的道路通阻訊息。交

通資訊業務的發展，近年來逐漸從公務上的需求轉向以服務民眾為導向，保障民

眾行的安全。 

貳、 交通資訊推展概況 

一、 交通資訊體系之架構 

 
二、 現有之交通資訊服務 

(一) 高速公路即時路況資訊系統 

透過即時路況資訊網站、智慧型手機 App 等，用路人可在行前獲得高、

快速公路即時路況資訊，以協助決定最佳的出發時間及行駛路線；上路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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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亦可透過智慧型手機 App 或手機上網隨時更新最即時的交通資訊，另

可透過路側可變資訊標誌(CMS)獲得即時事件或壅塞等訊息，或在系統交流道

前透過路徑導引標誌(RGS)獲得前方兩個可選擇路徑的路況資訊，以做出行駛

路徑的選擇，或透過旅行時間標誌(TTS)，可使民眾行駛於高速公路可得到即

時的旅行時間資訊，對於民眾的行程安排更有助益。 

(二) 第三代公路監理系統 

公路監理資訊系統係自民國 70至 80年代初期因應電腦化風潮自歐美拂

向我國，監理作業自手抄工作正式進入電腦化時代可謂第 1 代公路監理資訊

系統，後自民國 80 年代初期跨到民國百年，其作業型態由電腦化蛻變為網

路化，發展此時期謂之第 2 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下簡稱 M2)。 

第 2 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面臨(1)系統軟硬體設備更換及擴充受限、(2)

系統作業面無法因應日常業務增加、(3)各子系統功能獨立、缺乏系統整併及

決策支援等功能、(4)缺乏公路監理服務監控與統計數據分析等介面致維運難

度，爰此，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3rd Generation Motor Vehicle & Driver 

Information System, MVDIS3，下簡稱 M3）以民眾服務為導向，期提供駕駛人、

車主及管理者一個創新、優質與智慧型的公路監理服務系統，以完成監理雲

(M3-Cloud) 之多元服務平台。 

(三) 安全台灣平台(Safe Taiwan) 

以「空間資訊」，整合公路「規劃」、「新建」、「養護」、「防救災」，乃至

於「公路監理」、「交通管理」、「公共運輸管理」等 7 大領域資源，並彙整國

內外開放資源與即時資訊，以提供單一整合式圖資瀏覽服務，供各政府部門

及民眾進行風險管理評估及決策。 

公路總局於 99 年完成建置「公路防救災 GIS 決策支援系統」，並於 100、

101 年持續推廣發展為「SafeTaiwan@WikiGIS 安全臺灣平台」，除加入開放政

府資訊 Open Data 及 WikiGIS 之概念，整合各國及各機關的開放資源、圖資

及聯防單位之即時資訊，並提供 Mobile 服務，使得第一線防災人員得以利用

移動載具即時操作本平台瀏覽防災資訊協助預警。於 101 年防汛期間，亦利

用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及 Facebook 等工具，針對颱風與其他劇烈天氣提

出「情資研判」，茲以超前部署、預為因應，確保用路人安全。 

(四) 交通服務 e 網通 

「交通服務ｅ網通」系統，其下包含 2 個子系統，即「全國路況資訊中

心」與「陸海空客運資訊中心」。「交通服務ｅ網通」自 93 至 99 年度持續擴

充網站機能及路況與客運資料庫完整性，以提供順暢之資訊匯入及提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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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目前所提供資料已包含全國路況及公路客運、航空、台鐵、高鐵及離島

客船等班表及票價。其中「全國路況資訊中心」網站已整合高速公路局路況、

公路總局道路通阻、警廣 7 個分台、23 個縣市政府（包括警察局提供事故資

訊、工務局提供道路施工資訊以及交通局提供號誌故障與道路壅塞等資

訊）、國道公路警察局及環保署運送廢棄物車隊與其他民間物流車隊等跨單

位不同交通事件資訊，另蒐集高、快速公路、省道及基隆市、臺北市、新北

市…等 12 個縣市之速率、資訊可變標誌（CMS）、路況攝影機（CCTV）等即

時路況資訊；而「陸海空客運資訊中心」網站則開發 web GIS 電子地圖查詢

介面、建置包含英、日文之多國語系之服務並導入 PDA 查詢與 KIOSK 功能、

加強加值業者線上取用資料的服務及與觀光資源之整合連結、持續網站宣導

與教育推廣。為提供民眾更方便與豐富的交通資訊服務，99 年進行整合「全

國路況資訊中心」與「陸海空客運資訊中心」為單一網站。 

(五) 氣象資訊網 

氣象資訊提供的服務有預報、觀測、地震、氣候、天文、及常識等六大

項目，各大項又可再細分如下表所示： 

分 類 資 料 名 稱 

預  報 

 

天氣概況 

天氣小幫手 

縣市預報 

鄉鎮預報 

原鄉、旅遊景點預報 

1 週預報 

月長期天氣展望 

季長期天氣展望 

國際都市 

遠海漁業 

臺灣近海 

潮汐預報 

藍色公路 

分析及預測圖 

數值模式 

即時天氣訊息、颱風消息 

天氣警特報(包括大雨、低溫、濃霧、陸上

強風、颱風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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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測 

 

目前天氣 

雨量觀測 

溫度分布 

衛星雲圖 

雲圖與天氣 

雷達回波 

紫外線 

即時海況 

海溫分析 

雨水 pH 值 

臭氧觀測 

地  震 

最近地震 

海嘯資訊 

全球地震 

地震防護 

氣  候 

 

每日雨量 

每月氣象資料 

30 天觀測 

潮位統計 

波浪統計 

海溫統計 

農業氣象旬報 

農業觀測網旬資料 

農業觀測網月資料 

氣候監測 

氣候話題 

臺灣氣候 

監測紀要 

天  文 

每月星象 

天文觀測 

日出日沒 

常  識 

氣象常識 

天文百問 

地震百問 

海象問答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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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觀光資訊網 

臺灣觀光資訊網（http://taiwan.net.tw）於 2002 年 6 月正式上線，以來

臺旅遊或商務洽公的外籍人士角度進行設計，內容豐富、即時、並強調實用

功能。網站中包含臺灣簡介、觀光新聞消息與活動、旅遊須知、景點介紹（提

供臺灣超過 500 大景點資料）、地圖、氣象資訊、住宿資訊、節慶活動及旅

遊行程等資訊，並提供中、英、日、韓、德、法、荷、西等 8 種語言版及國

家風景區的入口連結，提供最充足之臺灣觀光資訊及國外人士來臺觀光的重

要入口網站。 

參、 交通資訊服務雲 

目前交通部正積極規劃建置「交通資訊服務雲基礎建設與應用計畫」，期以國

內現有的智慧型運輸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導入車輛偵測器、具有 GPS 之探偵車、

具有 ETC 之探偵車、以及手機基地台為基礎之探偵車等多元交通資訊偵測技術與

資料融合技術，結合雲端運算技術與平台服務，以快速、高效且低成本之方式，

架構即時交通資訊蒐集、處理、彙整與發佈機制，建立整合式交通資訊服務雲端

服務平台，以達成交通資訊服務之智慧化與無縫化，提供用路人更完整、更優質、

更準確、更多元之交通資訊服務，並同時帶動國內智慧型運輸系統產業、車載資

通訊產業及加值應用服務業之發展，如交通資訊服務雲整體架構圖所示： 

 

交通資訊雲端中心系統架構主要區分為前端的資料接收、即時資料檢核與

運算、歷史資料統合與分析、資料提供與發佈四大部分如下圖所示： 

 



 
6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9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7 月 

 

交通相關

私部門

公部門

GVP

VD

EVP

GVP

CVP

即時交通資料 資料接收 即時資料檢核與運算
交通資訊服務

使用者

VD
資料接收

公車 GVP
資料接收

高速公路 EVP
資料接收

電信公司 CVP
資料接收

私人車隊 GVP
資料接收

資料檢核、品質記錄
＆過濾插補

GVP 資料地圖匹配

即時路況運算

即時交通資料 
In-memory
資料庫　

氣象資料

活動資料

事件資料

即時交通
資料庫

交通原始
資料檔

事件資料接收

活動資料接收

氣象資料接收

歷史資料統合與分析

資料轉換

指標、績效統計

原始與統計
交通資料

歷史道路
績效分析資訊

資料提供與發佈

歷史交通資訊
服務網站

即時交通資訊
服務網站

交通資訊
Open Data 服務

學術單位

政府交通
管理單位

加值業者

民眾

交通資訊雲端系統營運管理

交通資訊雲端環境監控管理

CCTV

AVI

CCTV
資料接收

AVI
資料接收

維運/客服人員

營運管理平台

環境監控平台

 

肆、 交通資訊發展之願景與目標 

一、 完整無縫的交通資訊 

道路是一體的，不論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或省縣市鄉道路都彼此相互連接，

車流也都互通，因此不同等級道路的路況資訊應彼此串接，才能符合民眾的需

求。目前有高速公路的路況資訊、省道的路況資訊、及各縣市發佈的市區路況

資訊，但尚未完整的整合在一起；這個部份，交通部將透過目前正在推動的交

通雲專案，引進新的路況收集技術，進行路況資訊的整合，消除資訊的縫隙。 

二、 提昇交通資訊的品質 

及時的路況資訊主要是透過路側的一些偵測器來進行收集，有時可能因為

偵測器佈設的涵蓋面有限，或是偵測器本身的誤差，造成路況資訊的精確度不

佳，造成用路人的困擾；這個部份將透過偵測器佈設，以引進新的收集技術，

彼此相互校對，以提昇路況資訊的品質。 

三、 提高交通資訊的及時性 

道路的路況是動態的，隨時在改變，偵測器所收集的路況資訊，經過傳輸

與處理後，才發佈給用路人，勢必造成時間差，但是用路人所需要的是即時的

資訊，因此如何縮短時間差為交通管理部門的一大挑戰，交通部將透過先進的

雲端運算技術，處理龐大且複雜的路況資訊，提高交通資訊的及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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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適地化的交通資訊 

由於 ICT 技術的進步，智慧型行動裝置已非常普及，民眾對於各種資訊行

動化的需求已非常普遍，交通資訊的發佈早已邁入行動化，未來將朝更進一步

的適地化邁進，可根據用路人的位置，發佈週遭鄰近地區的交通資訊給用路人，

更貼近用路人的需要。 

伍、 未來展望 

交通資訊業務涵蓋面非常廣泛，彼此密切關聯，而且和民眾息息相關，未來

整個交通資訊服務雲的發展將逐步整合各項交通資訊，結合 ICT 科技的不斷更新，

發展創新的應用，滿足民眾的需求，保障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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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訊－重要資訊計畫 

●國立成功大學超級電腦租賃計畫 

國立成功大學為提供高速科學計算服務，以及培育高效能運算人才，將建置

超級電腦運算機器設備，並以計算機網路中心與超級電腦計算研究中心為核心，

結合校內各研究單位，包括防災研究中心、能源研究中心、生醫材料研究中心、

尖端光電中心，共同致力防災、能源、生醫、光電領域之研究，藉由研究合作以

培訓更多優秀人才，凝聚研發能量。 

本計畫將利用超級電腦平台研究大計算量課題，預計總浮點計算能力達 2000T 

FLOPS。其研究課題，在災害防治方面，包含土石流模擬與海洋科技數值模擬；在

生醫科技方面，包含生物資訊、結構生物學及藥物設計等模擬；在量子資訊方面，

包含光子偏振、離子阱、磁核共振等數值模擬。此外，將開發多重尺度全域計算

軟體，在科學研究上尋求突破與創新。 

●國立體育大學第二代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專案計畫 

國立體育大學為因應改制後之校務行政需要，規劃建置第二代校務行政資訊

系統，專案範圍包括：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單一登入整合平台、人事差勤系統、

教務資訊系統（含教務行政、選課管理、排課管理、學籍管理、畢業審查、歷年

成績單等子系統）、秘書資訊系統、學務資訊系統（含兵役管理、住宿管理、學

生請假、導師管理、獎懲管理、就學減免、學生基本資料、操行成績、就學貸款

等子系統）、註冊繳費系統、教師資訊系統、學生資訊系統、研發管理系統，有

助於提升校務行政效能。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103 年度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為應醫療與檢驗作業需要，將於 103 年度建置

下列六項系統與設備： 

一、總院資訊系統儲存設備擴充案：建置網路磁碟儲存設備及整合現有光纖架構

備份系統設備，以應資訊系統備份需要。 

二、設備定位系統：為急診室、手術室及婦產部病房，建置無線網路系統及定位

軟硬體設備，可針對指定之儀器設備定位，進行動態追蹤管理。 

三、護理師呼叫整合系統：於住院病房建置護理師呼叫整合系統（含病房分派管

理系統、工作流程整合、話務整合），以及網路電話機、無線網路電話機、無

線基地台等設備，並將整合現有床邊護理師拉鈴呼叫、點滴呼叫，以及院內

分機系統，以快速回應住院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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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異地備援系統擴充：為期異地備援系統於總院醫療作業 HIS 系統異常時，可

盡速替代，並以足夠之效能接續 HIS系統所有功能，將建置相關之網路設備、

AP/Web伺服器及儲存設備。 

五、門診藥局作業流程管控系統：臺大醫院門診藥局每日調劑約 6,000 張，將近

20,000筆藥品處方，其作業流程包括：處方分流、用藥合理性審核、處方藥袋

列印、藥袋傳遞至各調劑藥檯、藥品調劑、調劑正確性覆核、待發藥前傳輸、

藥品交付、藥檯庫存撥補、用藥訊息傳遞等，目前各流程間悉由人工管控，

爰規劃導入智慧型調劑藥檯、作業流程管理系統、條碼及 RFID 管控機制，並

結合自動化調配機及自動藥品輸送系統，以提升藥品調劑之效率及正確性。 

六、加護病房臨床資訊系統：臺大醫院於民國 100 年為心臟內外科加護病房及心

血管中心加護病房導入「臨床資訊系統」，101 年正式上線使用，有助於提升

臨床照護品質，爰規劃以 4 年時間，為所有成人加護病房、兒童加護病房、

麻醉開刀房導入「臨床資訊系統」，建置內容包括：臨床紀錄、設備介面、其

他系統介面、臨床資料儲存、病歷報告資料儲存、臨床建議事項、疾病嚴重

度評估、營養記錄、臨床資料分析統計等功能。 

●台糖公司地理資訊系統平台建置計畫 
台糖公司經管之土地及建物等資產數量眾多(土地面積達 5 萬多公頃，約 8 萬

9 千筆、資產總計約 14 萬件)，經建立管理資訊系統(MIS)進行資產管理。現為釐整

土地產籍、加速處理閒置資產、防止及處理土地被占用，將進一步結合相關圖資

建置地理資訊系統(GIS)，建置項目概分為地理資訊系統平台及圖資兩部分，其中

地理資訊系統平台功能包括：巡查作業(含巡查排程、巡查資料管理、巡查管控、

巡查分析報表)、業務性功能(含土地管理、土地利用、生產規劃、資產管理、農業

工程、造林撫育、綜合規劃、土地開發、砂糖業務等資料維護與查詢)、地籍照片

管理維護(含巡查相片讀取、查詢及維護，軌跡繪製及報表產製)、共同性作業(含

複合式查詢、簡報製作)、系統管理(含基本資料設定、維護及績效統計分析)、資

料同步及單一帳號簽入認證權限控管等，以應營運改造需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開發審議暨建築執照

審查 BIM 資訊應用發展計畫」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辦理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特定地區

開發許可審議、都市更新審議、建照執照審查、公營住宅興建與管理等業務，將

分年推動「都市開發審議暨建築執照審查 BIM 資訊應用發展計畫」，主要事項有： 

一、建置「審議圖文管理服務平台」： 

(一)建置「圖文管理服務平台」，包括審議作業整合、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圖

文整合及上傳、資料庫整合、整合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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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審查流程控管系統」，並檢討及規範相關局處之審議作業流程，以

及建立資料電子化作業流程。 

(三)建置法規與審議圖文資訊庫，目包括圖文標準化、審查與建立相關輔助圖

資及文件、導入 BIM 模型、結合都市發展局地形圖 2D 及 3D 分析功能。 

二、建置「建築執照 BIM 審查服務平台」，包括 BIM 法規邏輯分析、開發 BIM 檢

核模組、開發審查服務平台(含建置審查作業流程、相關申請文件及書圖表單

電子化登錄功能、架設訊息溝通服務平台、架設專案管理平台)、導入訓練、

購置軟硬體平台。 

三、建置「BIM 生命週期營運管理平台」，包括 BIM 應用於施工勘驗分析(含研擬

作業規範書及監審作業準則、制定 BIM 準則、BIM 工程編碼分析、研擬 IFC

交換標準、公營住宅之 BIM 標準規範、研擬物件資料庫(DOL)標準、建立物件

資料庫分享平台)、建構施工管理平台、變更使用執照竣工勘驗平台、BIM 應

用及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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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資安技術交流小組   

第 5 次會議報告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資通安全技術交流小組於本(102)年 6 月 4 日召開第

5 次會議。本次會議召開前因本國漁民遭菲律賓槍擊事件，導致雙方駭客在網路上

相互攻擊。首波攻擊手法即為分散式阻斷式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DDoS)，該手法主要是利用分散於不同地方的多部電腦主機發送大量偽造來源地址

(spoofed source IP addresses)的封包，造成網站伺服器充斥大量要求回覆的訊息，

消耗網路頻寬或系統資源，導致網路或系統不勝負荷，癱瘓受害者所在的網路電

腦主機伺服器，使得正常的接通率降到 1%以下，導致無法服務。該手法之目的並

非要竊取資料，而是要影響網路運作，其宣示意味重於實質意義。 

本次會議邀請數聯資安、安碁資訊、關貿網路、中華電信、趨勢科技等 5 家

廠商分享其在面對 DDoS 攻擊之經驗及因應方式。簡報資料下載網址如下： 

數聯資安：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

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

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1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500 
 

趨勢科技：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

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

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7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300 
 

中華電信：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

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

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5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400 
 

關貿網路：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

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

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3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400 
 

宏碁資訊：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

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

0450051003D0031003300310039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6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1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5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1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5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1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5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7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3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7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3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7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3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5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4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5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4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5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4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3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4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3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4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20033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4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10039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6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10039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600
http://www.icst.org.tw/icst_page.aspx?par=720070007400690064003D0056005F0063006F006C0075006D006E006900730074005F0050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80026005300450051003D00310033003100390026006D0073003D003900340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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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Road Pad－公路巡查的新幫手 

壹、 前言 

公路建設除能便捷交通外，更與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故而公路之規模與

服務品質，也常被作為評估社會經濟發展之重要參考指標，隨著經濟不斷發展，

安全、便捷與舒適之公路品質，也逐漸成為用路人之最基本要求。 

我國道路依「公路法」及「市區道路條例」之定義可區分為國道、省道、縣

道、鄉道、專用公路及市區道路，依據交通統計要覽之統計(圖 1)，截至 100 年底

止，我國道路(含市區道路)總長約 4.1 萬公里，總面積約 4.8 億平方公尺，其中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轄管之國道面積佔 5.7%、公路總局轄管

之省道佔 11.8%、相關縣市政府轄管之縣道、鄉道及市區道路佔 82.3%。為維持公

路服務品質，公路管理機關每年均不斷投入大量之人力、時間及經費進行公路巡

查及各項養護管理作業，俾確保公路設施之完善。 

近年來，我國公路規模雖呈現逐年增長趨勢(圖 1)，惟配賦之養護人力及經費

卻未相對增長，加以氣侯變遷劇烈、各地天然災害頻繁，故各項公路巡查規定亦

有逐漸加嚴趨密之情形，凡此除不斷加重基層養護巡查人員之負擔外，也大大影

響巡查作業效率。有鑑於此，隨著科技不斷發展，如何透過各項先進設備及技術

協助基層人員減輕巡查作業負擔及加速缺失改善時效，並進而提升公路巡查作業

之效率及品質，遂成為十分值得探究之課題。 

 
圖 1 我國公路規模歷年變化情形 

貳、 我國公路巡查面臨之挑戰 

依據「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之規定，公路主管機關應就所轄路線，劃分

區段實施養護、巡查及檢測。前述「巡查」依據交通部「公路養護規範」之定義

係指公路養護單位就轄區公路所進行之巡視與檢查，並可進一步區分為「經常巡

查」、「定期巡查」及「特別巡查」等三類。其中「經常巡查」係於平時之日、夜

間，從車上以目力巡視，以及早發現異常狀況，該類巡查之項目較少、執行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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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作業較為快速且巡查強度較低，故僅能發現已異常之狀況(如坑洞)；「定期

巡查」係於設定期間或頻率內，以目力或輔以簡易器具巡查，以維護公路應有之

功能，該類巡查之項目繁雜、執行頻率較低、作業較為費時且巡查強度較高，故

可找出已瀕臨異常之事件(如橋基裸露)；「特別巡查」係於颱風前後、豪雨、地震、

火災、海嘯或其他重大事故後，就公路重要設施所進行之快速巡視與檢查，該類

巡查之性質與「經常巡查」較為類似。前述各類巡查之項目主要包含路基、邊坡、

鋪面、橋梁、隧道、排水設施、交通工程設施、交通控制設施及路容景觀，巡查

頻率則由各級公路養護管理機關按公路等級，於其公路養護手冊規定。 

以「經常巡查」為例，依據高公局頒布之「高速公路養護手冊」，國道「經常

巡查」可分為「日間經常巡查」及「夜間經常巡查」，其中「日間經常巡查」之執

行頻率為每日 1 次，而「夜間經常巡查」為每月 1 次。在省道方面，依據公路總

局頒布之「公路養護手冊」，快速公路之「日間經常巡查」執行頻率為每週 2 次，

其他公路為每週 1 次，而「夜間經常巡查」執行頻率則為每月 1 次。此外，為確

保公路各項設施之完善、行車駕駛安全及維持路容整潔美觀，公路管理機關執行

公路巡查作業時，須適時針對構造物損壞部位拍攝實況照片，並附於巡查報告表

中陳報，以作為養護改善之依據。 

我國各級公路之巡查作業主要由高公局、公路總局及各縣市政府負責辦理，

一般而言，當巡查人員於現場發現缺失時，常需先利用紙、筆及相機記錄該缺失

之類型、規模、發現時間與發生地點等資訊，再於回到辦公室進行大量文書作業

後(列印缺失照片、製作缺失紀錄表、研擬改善計畫陳請主管核判)，始派員至現場

進行改善，相關作業流程如圖 2 所示。傳統作法下，巡查缺失由「被發現」至「被

改善」所需之時程較長，且巡查人員於現場發現缺失時，往往需回到辦公室花費

大量時間進行第二次作業後，始能完成紀錄，也因此，巡查人員除需花費大量時

間進行外業巡查外，亦需花費許多時間進行內業資料整理。 

 
圖 2 傳統之公路巡查作業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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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道路總長約 4.1 萬公里，按前述作業方式及規定頻率估算，光是「日間

經常巡查」，各公路管理機關每週需巡查之雙向公路里程已逾 9 萬公里，如高速公

路平均巡查速度以每小時 80 公里計算，快速公路以 60 公里計算，其他公路以 30

公里計算，則我國公路管理機關每週所需之外業巡查時數已近三千小時，另如加

計「夜間經常巡查」、「定期巡查」及「特別巡查」，與及相關內業文書作業，則實

際花費於公路巡查之時間將遠高於此，凡此均顯示公路巡查作業之工作量十分繁

重。整體而言，我國公路巡查作業面臨之挑戰如下： 

一、二次作業，費紙耗時：巡查人員在現場完成公路巡查作業後，尚需回到室內

製作巡查報告，如此不但使巡查人員需耗費許多時間在文書作業上，無形間

也造成紙張浪費。 

二、報修未即時，影響改善時效：巡查人員在現場發現缺失時，需回到辦公室彙

整巡查缺失照片及填寫巡查報告表陳核後，始派員前往改善，此舉除使得缺

失報修作業無法即時外，也連帶影響了缺失改善時效。 

三、資訊不完整，影響改善作業：部分公路環境(如快速公路、高速公路…)因車速

較快且車流量較大，故發現缺失時，巡查人員常無法任意停車詳查拍照，加

以巡查人員常因車速較快或夜間視線不佳等因素，致無法確知缺失發生地

點，以上除影響缺失資料之完整性外，也使得後續之缺失改善作業受到影響。 

參、 核心需求 

近年來，各項可應用於公路巡查作業之儀器、設備及技術不斷推陳出新，從

全球定位系統、語音輸入辨識技術、行動上網技術及觸控互動技術，到近來快速

發展之平板電腦、行車錄影設備(俗稱行車記錄器)及智慧型手機等，皆有長足進

步，實可進一步整合應用於日亦繁重之公路巡查作業。為了解公路管理機關之巡

查作業現況，與及其對行動裝置之需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運研所」)

針對近 30 個實際執行公路巡查作業之公路管理機關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基層巡

查人員對於公路巡查行動裝置之需求，相關核心需求如下： 

一、 須能讓巡查人員以快速及簡便之方式，記錄巡查缺失之種類、發生位置及

發現時間，並能進一步拍攝缺失照片。 

二、 對於不易下車拍照之環境(如快速道路)，須能透過其它方式間接取得現場缺

失照片，並須能記錄巡查人員口述之缺失資訊。 

三、 須能快速取得 GPS 座標，並能自動轉換成巡查人員熟悉之里程樁號。 

四、 須能進行缺失瀏灠，並可透過無線網路上傳巡查缺失資料。 

五、 須能防止巡查時間紀錄可被任意修改，以確保資料正確性。 

六、 須能顯示前次巡查缺失，並能記錄缺失改善情形及拍攝缺失改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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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成果簡介 

一般進行公路巡查作業期間所需記錄之資訊不外乎公路缺失之種類、發現時

間、發生地點、現場照片及現場巡查人員口述之語音資訊，目前坊間之行動裝置(如

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雖多已具備拍照、錄音、無線傳輸、衛星定位及觸控互

動等功能，然因各程式多係獨立運作，尚未進一步整合，故操作使用上不甚便利，

因此，如能透過額外撰寫之應用程式(APP)整合行動裝置內建之拍照、錄音、無線

傳輸、衛星定位及觸控互動功能，則巡查人員將可快速、簡便的利用行動裝置記

錄公路巡查時所發現之缺失類別及拍攝照片後，立即透過 3G 無線網路上傳缺失紀

錄，如此除可縮短缺失資訊之傳遞時間外，並可提升缺失之改善時效。 

經運研所透過基層需求調查掌握前述核心需求及規劃出「行車錄影設備」、「行

車錄影設備+智慧型手機」、「行車錄影設備+平板電腦」及「平板電腦」等 4 種可

行之設備組合方案，並針對各方案之作業方式、使用便利性、安全性、效率及經

濟性等構面進行綜合評估(表 1)，與及賡續進行系統開發建置及整合測試後，運研

所整合「行車錄影設備」及「平板電腦」，開發出公路巡查行動裝置(Road Pad)，

相關使用情形如圖 3 所示，其中平板電腦主要用於記錄並上傳巡查缺失之類別、

照片、位置、發現時間(採用衛星時間)及巡查人員口述之語音資訊，而行車錄影設

備主要用於記錄全程巡查影像，以補充無法下車拍照環境之不足。 

表 1 各種巡查設備方案之分析比較 

案別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設備 

組合 
行車錄影設備 

行車錄影設備+ 

智慧型手機 

行車錄影設備 + 

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 

用途 
專職記錄影像

及事件，但需

其它設備支援 

行：專職行車影像

錄影 

手：專職記錄巡查

事件 

行：專職行車影像    

  錄影 

平：專職記錄巡查  

  事件 

擔任行車影像錄

影及巡查事件記

錄功能 

硬體 

建議 

須具備清晰之

道路巡查影

像、GPS 軌跡

及事件記錄功

能 

行：須具備清晰之

巡查影像及完

整 GPS 軌跡 

手：須能快速度反    

應操作記錄 

行：須具備清晰之  

  巡查影像及  

 完整 GPS 軌跡 

平：須能快速度反  

  應操作記錄 

效能要高，才能

同時應付兩種用

途 

優點 
便宜、巡查速

度快 
設備各司其職 

設備各司其職且

顯示螢幕較大 

單一設備且顯示

螢幕較大 

缺點 須另後製 

須同時操作 2 個

設備，且顯示螢幕

較小 

須同時操作 2 個設

備，且硬體設備較

重 

1. 設備拆裝問題 

2. 設備較重 

3. 解析度限制 

4. 須再開發 App 

同步 

方式 
單一設備，無

同步問題 

使用 GPS 訊號進

行同步判斷 

使用 GPS 訊號 

進行同步判斷 

單一設備，無同

步問題 

操作 

方式 
需配合紙筆 

記錄 
手動操作 手動操作 手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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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使用行車錄影設備及平板電腦進行公路巡查 

對於可停駐甚或下車巡查之公路環境，當發現缺失時，巡查人員可直接在平

板電腦上點選缺失類別及下車拍攝缺失照片後，立即透過 3G 無線網路上傳缺失紀

錄；至於無法停駐之公路(如快速道路)，巡查人員則可利用行車錄影設備記錄全程

動態影像，並於發現缺失時，點選平板電腦記錄巡查人員口述之語音資訊，再透

過「公路養護巡查處理程式」，將影像後製成照片，並進一步增列其它必要資訊後，

進行補充上傳，相關操作流程、現場作業情形及操作畫面如圖 4 至圖 12。 

 

圖 4  Road Pad 操作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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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使用 Road Pad 拍攝公路缺失 

 
圖 6  Road Pad 操作畫面(主畫面) 

 

圖 7  Road Pad 操作畫面(自訂缺失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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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Road Pad 操作畫面(缺失選單) 

 
圖 9  Road Pad 操作畫面(拍攝照片及上傳缺失紀錄) 

 
圖 10  Road Pad 操作畫面(記錄及上傳缺失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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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Road Pad 回傳之缺失照片 

 
圖 12 利用公路養護巡查處理程式後製巡查事件及擷取巡查影像 

伍、 特色及成效 

本研究以基層公路巡查人員之需求為導向，整合行車錄影設備及平板電腦之

拍照、錄影、錄音、衛星定位及無線傳輸等功能，開發出操作簡單且易於攜帶之

公路巡查行動裝置「Road Pad」。在 Road Pad 之協助下，由於公路巡查缺失之報修

時間可被大幅縮短(圖 13)，且基層巡查人員可快速、簡易的記錄完整之缺失資訊

並立即上傳，故巡查作業之效率及品質可進一步獲得提升。Road Pad 之特色及相

關效益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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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果特色 

(一) 僅需簡單觸選，即可記錄巡查缺失之類別、現場照片、發現時間、發生地

點及巡查人員在現場口述之語音資訊，並可立即上傳。 

(二) 可串聯平板電腦之「缺失資訊」及行車錄影設備之「動態影像」，並進而

取得缺失照片，以補無法下車拍照環境之不足。 

(三) 可透過友善界面檢視巡查記錄，並可將巡查缺失資訊烙印在缺失照片上，

方便養護改善。 

(四) 可透過 GPS 訊號掌握時間及空間資訊，並可立即轉換成里程樁號。 

(五) 可記錄缺失改善情形，並可於拍攝缺失改善照片後，立即上傳。 

(六) 可顯示前次巡查缺失，並可瀏灠歷史照片，俾利掌握巡查重點。 

(七) 可透過離線地圖顯示所在位置，無網路環境下亦可顯示圖層。 

(八) 可讓系統管理者訂定巡查項目，並可讓巡查人員依業務職掌，自訂操作模

式，使得設備操作更具彈性。 

二、 相關效益 

(一) 縮短資訊傳遞時間，加速缺失改善時效，提升政府形象。 

(二) 減少二次作業，降低基層負擔，提升巡查作業品質效率。 

(三) 整合多項功能於一機，減少巡查作業時所需攜帶之設備。 

 

圖 13  結合 Road Pad 後之公路巡查作業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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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語 

「定時巡查，發現問題，及早改善」係維持良好道路品質之不二法門，而「定

時巡查」更是其中首要之務。隨著經濟不斷發展，我國公路規模雖逐年增加，然

配賦之人力及經費並未相對增長，加以颱風、豪雨引致之公路災害頻繁，故基層

人員需執行之公路巡查業務也隨之持續增加，凡此除不斷加重第一線巡查人員之

業務負擔外，也大大影響了巡查作業之效率及品質。有鑑於此，運研所以基層公

路巡查人員之需求為導向，嘗試整合「平板電腦」及「行車錄影設備」，開發出操

作簡單且易於攜帶之公路巡查行動裝置「Road Pad」，有效協助公路管理機關提升

公路巡查之作業效率及品質。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及經費，故僅先針對公路巡查作業中，執行頻率較高且工

作量較為繁重之「日間經常巡查」開發相應之行動裝置，至於「夜間經常巡查」、

「定期巡查」及「特別巡查」等巡查作業，則暫未納入考量。此外，除公路設施

外，本研究成果之概念尚可應用至其它設施管理(如軌道、港埠…)，甚至可進一步

擴及至工程管理與災害通報等領域，建議後續研究可再持續精進，俾使公路巡查

作業能更加落實、進步。 

 (本文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俊豪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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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改造服務流程案例經驗分享─設置雙向

櫃檯，臨櫃申辦地籍謄本免印謄本申請書服務 

壹、 前言 

地政工作與市民財產權益息息相關，向來是政府施政與國家發展的基礎，而

地盡其利、地利共享更是地政工作的努力目標。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

隸屬於新北市政府，自 77 年 8 月 17 日由地政科改制為地政局以來，督導辦理全

市高達 2,052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登記測量事宜，為全國總面積的 5.67%，100 年

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量（筆棟數）為全國第一。為提升為民服務績效，本市率先

全國完成地政業務全面電腦化（87 年）及登記簿掃瞄建檔核發作業（96 年），大

幅提昇服務效率，並持續展開各項電腦化成果之加值應用，充分發揮資訊化成效。 

在全球資訊化、網路化、行動化的潮流裡，本局不僅沒有缺席，而且領先全

國，真正第”e”名。因為用心，所以創新，不僅全國首創謄本櫃檯雙向螢幕服務

（申請書無紙化）、多元罰鍰繳納、通信受理退還地政規費及地籍產權異動即時

通，也率先提供智慧型手機查詢地籍資料等行動化服務，積極推動地政資訊化，

領航市民進入 e 世紀。 

「新北地政，服務真 EASY」是我們的服務目標，E 代表不斷進步的 e 化服務，

A（Attitude）代表始終秉持為民眾設想的服務態度，S（Simple）代表簡化流程申

辦更簡易，Y（Young）則代表保持年輕的心，不斷創新以追求民眾滿意。地政局

全體同仁將藉由不斷的推動各項創新與便民措施並持續以最誠懇的態度為市民服

務，為市民帶來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為實踐「以客為尊」服務精神，創造更多簡政便民的措施，本局自 92 年起創

立「企業化政府創新措施」研商機制，以創新提案為導向，每年邀集地政局及各

地政事務所召開企業化政府提案會議，研商規劃下年度創新服務措施，並每月管

控執行進度，檢討實施作業，以達企業化政府之目標。歷年創辦了有人工登記簿

電子化查詢列印、網路 ATM 繳納地政規費服務、擴大徵收補償款逕撥所有權人帳

戶、建置土地資源決策管理系統、擴大跨所登記登記案件項目、動態地價觀念應

用於地價業務、簡化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申請之程序、簡政便民五合一

服務及地籍產權異動即時通服務等各項創新措施，策略性推動創新措施，締造地

政服務好口碑，101 年度創新提案共計 23 案，其中就包括「設置雙向櫃檯，臨櫃

申辦地籍謄本免印謄本申請書服務」。 

貳、 雙向櫃台服務之緣起 

原本民眾要申請地籍謄本，要將申請之謄本種類、標的、數量等自行填寫於

謄本申請書後，再交給服務同仁登打申請資料，對於不黯地政業務的民眾來說，

謄本申請書就如同「天書」一樣難以了解，因為填寫錯誤而浪費寶貴的時間，同

時造成謄本申請書的用紙的浪費，甚至因此造成糾紛的情形也在所多有。有鑑於

此，新北市政府地政局配合行政院「整體服務效能躍升方案」及內政部「整合服

務效能躍升執行計畫」，提供協助民眾自行填寫申請書；或民眾口述申請標的，由

服務同仁代填申請書或代為登打資料後以電腦列印申請書等各項服務，但本局並

不因此而滿足，仍然時時刻刻在思考如何能更加簡化謄本申請流程，提升為民服

務品質同時又能節省謄本申請書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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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時內政部為順利推動免填書表服務，於民國 100 年 1 月召開「研商推

動申請地籍謄本免填書表便民服務會議」，就謄本免填書表之服務項目、服務對象

及服務方式予以討論，其中為避免民眾口述錯誤或承辦人員登打錯誤造成糾紛，

研擬修正謄本核發流程，於申請標的登打完成後先列印謄本申請書，讓申請人確

認內容無誤後簽名確認才產製謄本，並於產製完畢計收規費後，請申請人再次簽

名確認後才交付謄本。此舉雖然立意甚佳，但實務上民眾臨櫃申請謄本皆為隨到

隨辦，簽章 2 次之作法可能反而造成申領時間延長且造成民眾不便，而且以實體

紙本方式保存謄本申請書對於地政事務所日漸捉襟見肘的倉儲空間來說，也是一

大負擔，因此為簡化地籍謄本申請流程，縮短民眾等待時間同時減少謄本申請書

用紙以減少倉儲壓力，本局開始有了「雙向櫃台」的發想。 

但「雙向櫃台」服務的實施並非一帆風順，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將謄本申請書

改以電子方式保存，中央主管機關是否同意？又是否合於檔案法及相關法規之規

定？其次，由於雙向櫃台已經可以讓申請人即時從雙向螢幕確認服務同仁所登打

之申請內容是否正確，內政部所訂於產製謄本前，先列印申請書讓申請人簽名確

認之流程似乎已經喪失其必要性，因此本局研擬提出修正謄本申請流程，將內政

部訂定簽章 2 次之流程改為於領件時簽章 1 次確認，以簡化謄本申請流程，但內

政部是否同意仍在未定之天。 

所幸，在內政部及檔案管理局之理解及多方協助下，本局得以順利克服前開

種種問題，自 100 年 12 月 27 日起於各地政事務所設置雙向櫃檯，從此民眾只需

口述申請標的，由服務同仁代為登打資料，並即時於雙向螢幕展示申請書內容，

民眾於確認後在手寫板簽名確認，將申請書及電子簽名整合成電子檔歸檔，免予

列印紙本申請書，以落實節能減碳，達無紙化施政目標，本項服務獲頒 101 年度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建議案「創新經濟與科技發

展」類組優等獎，備受多方肯定。 

參、 雙向櫃台服務之特色 

 「雙向櫃檯」服務何以能廣受民眾青睞及各方肯定，其特色如下： 

一、效益性 

(一)減少謄本用紙數量：將謄本申請書透過雙向螢幕即時展示，由民眾確認

無誤後利用手寫板簽名，再以電子檔取代紙本保存及歸檔，如此可免印

紙本申請書，達無紙化施政目標。 

(二)免除民眾填表作業：本措施實施後，臨櫃申辦謄本可由謄本櫃台人員以

電腦操作代為填寫申請書，免除民眾填寫申請書表，達簡政便民之效。 

(三)降低倉管負擔：所有申請資料均於電腦畫面上呈現，申請內容立即鍵入

電腦，再以電子檔方式保存，節省紙本資料整理時間，並以電子儲存設

備取代傳統倉儲空間，使空間能夠更有效利用，進而提升政府總體行政

效能。 

(四)提供快速資料搜尋：申請書以電子檔方式保存，可加速申請書調閱或稽

核時間，避免紙本文件遺失風險。 

(五)減少排碳量：101 年雙向櫃台之核發量為 58,225 件，節省 232,900 張紙，

減少排碳量約 281kg(計算公式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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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性 

(一)領先全國首創：內政部 100 年 1 月「研商推動申請地籍謄本免填書表便

民服務會議」決議臨櫃以電腦列印紙本申請書供民眾簽名，本項措施以

雙向螢幕及手寫板取代電腦列印紙本，為領先全國首創。 

(二)善用科技產品：將科技產品創新應用，於公務體系首創利用螢幕及手寫

板，結合電子簽名技術，使民眾感受到公務機關創新服務可媲美民間企

業，不再是一成不變。 

(三)顛覆傳統模式：配合本市整合性謄本自動列印申請書程式設置雙向櫃

台，由民眾確認無誤並簽名即可完成申請程序，巔覆填寫紙本申請書並

簽名或蓋章的傳統模式。 

(四)創新文件保存模式：以電子檔方式留存，可避免紙本文件破損、滅失、

遺失等風險，並可提供民眾快速查詢服同時節省倉儲空間及管理成本，

有效利用辦公空間。 

三、應用性 

(一)簡化行政流程：傳統紙本申請書由民眾填寫及簽名或蓋章後，經承辦人

員蓋章確認，再將申請標的輸入電腦，始可列印謄本；本項服務可直接

由承辦人員輸入電腦後即可列印謄本，簡化申請作業流程。 

 

創新前–現行謄本申請歸檔流程 

 

創新後–雙向櫃台申請歸檔流程 

(二)導入電子簽名技術：本項措施導入電子簽名技術，大幅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及效益，以達無紙化政策方向，落實電子化政府目標。 

 

 

民眾填寫申請書表 
櫃台同仁登打 

申請資料 
列印申請書 

與民眾確認，

列印申請資料 
申請書人工歸檔 

     

民眾口述申請標的 
櫃台同仁登打 

申請資料 

請民眾確認標的，列印 

申請資料後，請民眾簽章 

申請書直接以 

電子檔案歸檔 

    



 
25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9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7 月 

 

四、顧客導向 

(一)以客為尊規劃：本項服務係以顧客導向方式進行規劃，從民眾申請謄本

流程切入，思考民眾需求，以簡化流程及加強洽公友善性，使政府機關

所有服務理念都從民眾觀點出發，提供以客為尊、快速回應之便捷服務。 

(二)科技化貼心服務：多數民眾不黯謄本申請手續及表格填寫，往往需要服

務台人員協助或代填紙本申請書，本項服務開辦後，民眾只要告知櫃檯

人員申請標的，即可由櫃檯人員以雙向螢幕展示申請內容，再利用手寫

板簽名確認，讓民眾享受政府 E 化好成果。 

 

 

 

 

 

 

 

 

 

 

 

 

 

 

 

 

 

 

 

註： 58,225 件×4 張×0.005(kg)/張×0.242(kgco2/kg)×1,000(g/kg)=281,809g 

計算公式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本文由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提供) 

 

 

 

 

 

 

 
 

申請書直接以電子方式歸檔 

 

3 

民眾於確認無誤後直接在

手寫板簽名 

 

2 謄本申請書透過電腦螢幕

即時展示 

1 

101 年合計服務 58,225 件 

 

 節省紙張列印約 232,900 張 

 減少 281 公斤二氧化碳排放
註 1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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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航前旅客系統」簡介 

壹、 前言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活絡外交，開放兩岸直航交流，各國及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觀光旅遊、移民、留學、洽商及探親人數大幅增加。依據內政部統計，101 年全

年入出境總旅客量已達 3,495 萬人次，較 100 年增加 374 萬人次，成長 12%。隨著

國人注重休閒活動及觀光產業之推廣，快速成長的旅客人數已成功帶動國內外相

關產業之發展，然也增加我國境安全管理的工作與負擔。近來不法之徒亦常透過

航空運輸快速及便利的管道，進行各種違法之行為，包括恐怖攻擊、變造證件、

走私、人口販賣、非法工作、居留、詐騙等，國境安全之管理面臨艱鉅之挑戰。

如何透過資訊科技快速過濾旅客身分、檢核出管制或安全顧慮之對象，並兼顧快

速通關服務品質與安全，實是移民署國境安全管理之重要課題。 

為強化國境安全管理，自民國 99 年始，移民署開始規劃、建置航前旅客資訊

系統(Advance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APIS)及航前旅客審查系統(Advanced 

Passenger Processing System, APP)，期透過移民署與航空運輸業者所建立之航前旅

客電子資訊通報機制，有效過濾管制對象，發揮打擊犯罪之效。 

貳、 系統簡介及架構 

航前旅客資訊系統的發展歷史最早是由美國於 92 年制定標準並開始施行。隨

後歐、美及亞洲多國也相繼推行航前旅客資訊系統，其要求航空運輸業者提供飛

行載具於飛航前出入境之旅客及機組人員之相關資訊。我國施行之航前旅客系統

之作業標準規範，係遵循世界海關組織(WCO)、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及國際民

航組織(ICAO)所共同訂立頒佈的 API 指導規範(Guidelines On Advance Passenger 

Information)所制定。由於航前旅客資料(API)的使用用途甚廣，其資料需求與格式

影響各國國境管單位或航空運輸業者。因此，航前旅客資料(API)的需求與格式必

須統一標準化，該規範中建議使用「聯合國有關行政、商業及交通運輸的電子資

料交換」國際標準格式(以下簡稱 UN/EDIFACT)進行電子資料交換。該資料格式為

聯合國及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所共同採行的標準資料格式。 

目前航空資料交換格式 UN/EDIFACT 所使用版本名稱為 PAXLST。我國制定之資

料格式規範依據聯合國與美國正在施行之國際規範所編撰，並符合國際標準 ISO 

9735 規定之電子資料交換應用標準語法。各航空運輸業者與境外其他各國境管單

位之航前旅客資訊傳遞，均透過航空資料鏈結網路平台作為傳輸媒介進行資料訊

息傳輸或接收。資料鏈結網路平台提供標準的通訊協議與傳輸方式，並與各航空

公司與各國境管單位建立點對點網路連結，透過訊息佇列(Message Queue) 通訊技

術，確保完善安全的資料傳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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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前旅客系統

入出國及移民署

航空資料
鏈結網路

航空公司

Internet

Internet

Host-to-Host 專線

主要專線：
 64 Kbps MPLS
備援專線：
 512Kbps ADSL

Intranet

 松山機場
國境隊

 高雄機場
國境隊

 台中機場
國境隊

 桃園機場
國境隊  

圖 1 航前旅客系統架構簡示圖 

一、 航前旅客資訊系統(APIS) 

航前旅客資訊系統係指所有在我國國境起飛或抵達(入境或出境)之

航空公司航班，於起飛或降落前 30 分鐘內，所提供之該航班旅客(含轉

機及機組員)資訊。旅客資訊包括旅客基本資料、航班資訊、出發國機場、

目的國機場等，移民署取得資訊後，即可針對各項管制名單進行過濾，

以提供國境事務大隊預先防範與處置。 

航前旅客資訊系統採用批次資料傳輸方式，於指定時間內傳輸旅客

及機組員艙單資訊至移民署。若遇航班資訊、機組人員或是旅客資料異

動，航空公司可於飛機起降前再次傳送所有機組員及旅客資料，即時更

新最新航班旅客資訊。資料傳輸不限次數與傳輸時間間隔，但務求達到

資料即時與正確。 

二、 航前旅客審查系統(APP) 

航 前 旅 客 審 查 系 統 又 稱 互 動 式 航 前 旅 客 資 訊 系 統

(InteractAPIS,I-APIS)，係目前澳洲及紐西蘭所採用系統，美國政府稱該系

統為AQQ(API Quick QUERY)。不同於APIS 的批次單向接收資訊，APP 是

一種互動式資料傳輸審核系統，旅客於航空公司櫃檯辦理報到(check-in)

手續時，可即時連線出境國或目的國管制系統，過濾旅客是否為管制對

象，並即刻回報正受理報到手續的航空公司職員，以決定是否讓旅客搭

機，以落實國境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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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導入過程 

一、 航前旅客資訊系統於 100 年 8 月陸續於國內主要機場上線營運，目前已

介接的航空公司對象包含國內外航空民航業者，航空貨運業者與商務包

機業者等，共計有 50 家航空公司。 

二、 航前旅客審查系統於 101 年 6 月陸續於國內主要機場上線營運。目前計

有國內外 35 家民航業者完成資料介接，預訂於 102 年 6 月底前完成所有

航空公司介接。 

肆、 系統成效 

一、 對於國境管理而言，期先預審結果能讓查驗官將注意力放在高風險的旅客

身上，使得通關查驗工作更有效率。於飛機入境或出境前，移民署能提早

獲得旅客資訊，讓查驗官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旅客資料審核分析及處理可疑

情報，阻絕非法情事於國境之外，也能快速掌控國內境管人士之出入境資

訊。針對過去過境轉機旅客無法掌握的情況，也可以做到完全控管並且達

到查緝的效果。 

二、對於入境通關旅客而言，旅客資訊已於入境飛機落地前經過系統或人工事

前審核，故能加速旅客通關速度，避免查驗關口排隊壅塞情形。 

三、對於其他機關於言，本系統目前已與財政部關務署建置之關港貿系統完成

介接，讓海關人員可就海關注檢對象先期掌握與處置，以達到資訊即時性

以及多元控管之功用。 

四、對於航空公司而言，電子化的旅客艙單資訊能取代過去紙本資料之交付方

式，透過即時的旅客審查回復，減少航空公司的成本，並解決限制入境人

士已至我國境卻必須遣返之窘境。 

五、其他成效：航前旅客系統列為美國審查我國是否列免簽證候選國要件之

一，本項系統完成建置後，美國已於 101 年 11 月 1 日正式宣布我國成為

第 37 個赴美免簽國家，不但全民受益，也有助於爭取其他國家免簽計畫。 

伍、 系統發展遭遇之困難 

一、各航空公司所使用的旅客訂位系統多不相同，在資料介接上必須個別與航

空公司介接測試，若航空公司更換系統須重新進行介接驗證測試。在未來

的系統維護工作上，需要持續長期的維運才能保持與國內外航空公司之間

的資料交易正確與順暢。 

二、由於我國與中國大陸非採護照作為旅行證件，如航空公司 Check-In 時讀取

檢核台胞證或大通證資訊，機場查驗時檢核護照資訊，造成旅客資料勾稽

不一致之情形，無形增加資料比對的困難度與複雜度。 

三、航班資訊必須透過各航站提供完整資訊，方能確認航班旅客資訊是否完

整。由於國內航站班表資訊並沒有統一控管單位，現行作業只能透過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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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網頁不同規格之即時航班資訊網頁才能取得正確的航班訊息。若是航站

網頁改版，就會面臨航班資訊無法介接之窘境。 

陸、 結語 

為強化我國境安全管理工作，移民署與航空業者攜手合作，完成航前旅客系

統的規劃及建置工作，並由航前旅客系統進行管制名單過濾，如涉國家安全、經

濟犯罪、重大犯罪、通緝犯、欠稅、衛生管制、偷渡人蛇、毒品走私、遺失護照

等對象，提供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預作防範及處理。本項系統亦列為美國審查我

國免簽證候選國之要件之一，順利讓我國成為第 37 個赴美免簽國家，使全國人民

受益，並有助於我國爭取其他國家之免簽計畫。未來移民署將持續加強國境安全

管理工作，導入生物辨識科技，快速有效過濾外國旅客身分，防堵非法入境者於

境外，阻絕管制出境對象於境內，讓正常無虞旅客可以快速入出國，使證照查驗

有效率且落實，並兼顧便利與安全，是謂創造雙贏之科技應用。 

 (本文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移民資訊組陳英傑科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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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委外加工貨物電子化核銷作業簡介 

壹、 前言 

委外加工核銷係指國內業者出口原料，委由國外廠商製成成品或半成品後復

運進口，由海關依業者申報之用料量及損耗率，核銷出口報單及計算加工成本，

再依加工成本計算加工費憑以計稅。委外加工核銷作業過往皆採人工核銷方式進

行，由業者在進口報單申報時，一併檢附出口原料之用料清表，承辦關員再參考

貨物主管機關或委託單位所提供之用料標準進行核銷。然加工貨物之用料品項動

輒數百項，其原料出口報單來源涵蓋全國各關區，核銷程序極為繁雜，須耗費徵

納雙方大量成本，且作業未予標準化，長久下來遂衍生下列諸多問題： 

一、 進口貨物之樣態繁多且加工程度不一，某些貨物如成衣之用料品項可能多

達數百項，承辦關員要在有限作業時間內，逐一釐清各用料品項之原出口

數量或結餘量，並計算用料量及用料成本，頗具挑戰性，若防範不周，極

易形成作業漏洞。 

二、 在辦理核銷前，承辦關員須先向報單管理單位調借出口報單，在核銷完成

後，再註記核銷結果於出口報單，並送還報單管理單位。若核銷案件屬跨

關區核銷時，其調借及歸還程序將更為繁瑣。因此，當用料數量龐大時，

僅是報單調借動作就得耗費承辦關員大量作業時間，非常缺乏效率。 

三、 由於核銷結果皆以人工填列註記於出口報單，而出口報單並未預留專屬欄

位供此作業填寫紀錄，因此記錄人員只能自行尋找適當空白位置填寫，記

錄的方式及品質不一，當報單須多次核銷時，其紀錄之內容更是凌亂難以

辨識，極易造成重複核銷或計算錯誤之情形。 

四、 在人工核銷作業時期，各通關作業點係獨立辦理各項核銷作業，並無標準

化之核銷程序及標準，因此核銷方式可謂五花八門。如部份案件於出口階

段即以用料數量核算應進口成品數量，並於進口時直接以進口數量核銷，

而未考量進口成品預估用料量及實際加工用料量間，可能存在之落差。亦

有業者獨立設計核銷系統，並自行控管結餘量，當其之認知與關員核定結

果不符時，亦易發生爭議。當商民在不同關區辦理相同的作業時，這些不

一致的核銷方式，往往造成商民對機關之質疑，影響機關行政之公正性。 

五、 不同關區要求業者申報用料清表之時機不同，從出口報單申報前至進口報

單申報後皆有之，且填寫內容及格式差異頗大，亦對跨關區辦理核銷之商

民造成困擾。 

關於前述問題業者迭有抱怨，對現場作業關員構成極大壓力，深恐因作業不

慎，而誤陷司法爭議。本署遂思考以制度負責之精神，參據已電子化之國貨復運

進口核銷作業概念，並揉合委外加工特有之核銷程序，設計符合業者及海關期待

之資訊作業機制，將相關作業程序電子化、自動化及標準化，以提升徵納雙方之

作業效率，並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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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作業開風氣之先，首創以憑證線上申報及免憑證離線申報並行之申報方

式，推出以來業者咸稱便利。從推動初期關員及業者的疑懼、反彈，到後期的接

受及肯定，新系統所帶來便利及效率，是徵納雙方共同合作努力所得到成果，也

為海關未來其它業務的推動，立下良好的典範。 

貳、 系統概述 

一、 作業模式 

為使海關關員及業者熟悉及適應此項作業，在推動初期採人工核銷及電子

化核銷並行作業方式辦理，並提供下列多種作業模式供相關人員選擇運用。 

 

在電子化核銷部份計有關員編輯模式、ASP 平台編輯模式及離線編輯上傳

模式等。關員編輯模式係以業者申報進口報單時檢附之用料清表紙本為依據，

由關員於海運通關系統直接編輯用料清表及進行核銷。 

第二種電子化核銷模式為 ASP 平台編輯模式，由業者以憑證登入 ASP 平台

進行編輯。業者可於該平台上編輯正式或預製用料清表，前者之編輯時機在進

口報單申報後，後者則於申報前。此種模式可於編輯時，即行得知出口用料清

表是否正確，另可於該平台列印用料清表及計算用料成本，可謂十分便利。而

作業權限亦可由業者之工商憑證授權予員工之自然人憑證，在運用上亦充滿彈

性。 

第三種模式為離線編輯模式，此模式有三種資料產出方式，分別為業者系

統直接產出、離線編輯程式版及離線編輯試算表版。業者系統直接產出方式係

由具 MIS 資訊能力之進出口業者，依海關提供之用料清表 Data Format，在其系

統內建產製用料清表文字檔之功能。離線編輯程式版及離線編輯試算表版皆係

海關提供予業者之編輯軟體，除操作介面不同外，其操作程序及產出皆相同。

為配合業者使用此作業模式，相關編輯程式及操作手冊皆預置於海關網站供業

者下載利用。 

紙本模式 

離線編輯程式版 
離線編

輯 

上傳模

式 

業者系統直接產出 

電
子
化
核
銷 

易發生重複核銷、計算錯誤及核銷紀錄凌亂等問題 

由業者自身之資訊系統直接產出 

以離線編輯器編輯產出 

以離線編輯器編輯產出 

關員編輯模式 現場作業，時間較長，恐影響通關速度 

ASP平台編輯模式 在ASP平台上編輯預報用料清表及正式用料清表 

人工核銷 

圖 1 各作業模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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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作業模式之特性不同，亦各有其適用對象。由下表可以得知人工紙本模

式存在作業速度慢、資料管理不易、容易出錯及重複利用性不佳等問題，為最

差之作業模式；而 ASP 平台編輯模式及離線編輯模式則完全沒有前述缺點，其

中由業者系統直接產出方式之整體作業成本最低，最值得推廣，惟業者須具備

相當之資訊能力。 

表 1 各作業模式特性比較 

 
作業 
速度 

正確性 
資料 
管理 

重複 
利用性 

資料儲存 
位置 

憑證 

人工紙本模式  劣  劣  劣  劣  海關 不需憑證 

關員編輯模式  劣 優  可  可  海關 不需憑證 

ASP 平台編輯模式  優 優  優  優  海關 需憑證 

業者系統直接產出  優 優  優 優 業者 不需憑證 

離線編輯程式版  優  優  優  優 業者 不需憑證 

離線編輯試算表版  優  優  優  優  業者 不需憑證 

二、 海關端作業架構 

在海關端之委外加工電子化核銷作業方面，提供用料清表維護作業、用料

清表核銷作業、展延作業及查詢作業等功能。 

用料清表維護作業係指如何建立用料清表供後續核銷使用，其產製來源可

為 ASP 平台、海運進口通關系統及離線編輯程式等其中一種。用料清表核銷作

業是針對已建立之用料清表進行核銷，核銷完成後可直接於系統中計算加工

費，並將原進口報單之完稅價格更正為此處計算之加工費，作為後續計稅之依

據。展延作業顧名思義，係為未及進口核銷之出口報單，辦理展延作業。查詢

作業則允許關員使用進口或出口報單號碼查詢過去已核准之核銷紀錄，以及業

者申報之原始用料清表。 

 

 ASP平台 

通關系統 

離線編輯 

接收業者用料清表 

關員新增用料清表 

業者離線編輯清表 

用料清表維護作業 

 通關系統 

 通關系統 

 通關系統 

 

依進口報單查詢核銷紀錄 

依出口報單查詢核銷紀錄 

ASP傳送用料清表查詢 

查詢作業 
 通關系統 

 通關系統 

  通關系統 

 通關系統 

 

用料清表核銷作業 

擷取海空出口報單 

核銷處理 

計算加工費 

反核銷處理 

 委外加工出口期限展延 通關系統 

 

展延作業 

通關系統 

 

匯入用料清表 

圖 2 海關端作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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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關端作業程序 

本系統提供多種用料清表來源管道，並自動擷取進口報單及出口報單供核

銷使用，核銷完成後再自動計算加工費，其核銷紀錄亦由系統自動控管，完全

免除原先以人力進行之繁雜比對及計算程序，並可避免過量核銷或計算錯誤之

風險。系統另提供多種查詢模式，可分別以進口報單、出口報單查詢關員核銷

資料，亦可以進口報單查詢業者原始申報資料。 

 

四、 業者端作業架構 

本系統於業者端則提供預製貨物用料作業、貨物用料作業及委任管理等作

業功能。 

預製貨物用料作業用於進口報單申報前，其目的在避免因用料資料繁多，

資料鍵輸時間冗長，而影響進口報單之通關速度，並可於進口報單申報前取得

用料成本。本作業另提供多種複製功能，當業者申報之貨物用料項目皆雷同時，

即可再次利用過去成果，無須一再重複輸入。 

正式貨物用料作業則是用於進口報單申報後，用料清表在申報後即可於短

時間內直接核銷，作業堪稱便利。 

委任管理則係用於授權工商憑證之相關作業權限予自然人憑證，當業者因

內部管理考量，不願釋出公司之工商憑業無一般作業使用時，可用工商憑證登

入 ASP 平台之委任管理畫面，將相關作業權限授權予自然人憑證。 

業者端另有離線編輯作業機制，此項作業之進行時機皆在進口報單申報

後。業者可採業者系統直接產出、離線編輯程式版及離線編輯試算表版等方式

產製用料清表，之後再於海關外網上傳用料清表即可。 

離線編輯 關員編輯 

進口報單查詢用料清表 委外加工反核銷作業 

ASP編輯 

匯入用料清表 

圖 3 海關端作業程序 

委外加工復運進口核銷作業 

新增用料清表 

出口報單查詢用料清表 ASP傳送用料清表查詢 

編輯用料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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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業者端作業程序 

本作業提供業者端三種編輯作業模式，第一種係以憑證登入驗證之線上正

式用料清表申報機制，其作業時機在進口報單申報後，業者可透過工商憑證進

行線上註冊，並授權作業權限予員工之自然人憑證。業者在編輯期間，可無限

次進行資料異動，並於編輯完成後，以註記方式通知海關開始進行核銷作業。 

第二種作業模式為以憑證登入驗證之線上預製用料清表申報機制，其作業

時機在進口報單申報前，此方式除正式申報前應提供進口報單號碼進行轉正

外，其它作業程序同第一種。 

 

ASP平台 
線上申報作業 

委任管理 

貨物用料作業 

預製貨物用料作業 

圖 4 業者端作業架構 

離線申報作業 

離線編輯 

資料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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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作業模式為業者端離線申報機制，其作業時機在進口報單申報後，

此方式免使用憑證。辦理本項作業前，可先至海關外網下載編輯程式及操作手

冊，編輯完成後由海關外網進行上傳作業，並記錄海關外網回覆之案號，以查

詢上傳案件之辦理進度，系統另將主動以 email 或簡訊通知業者，有關申報案件

之受理關員及受理情形。 

ASP作業平台 業者 通關系統 

單一簽入 內網介接 

用料清表新增/修改 

用料清表編輯 

業者傳送用料清表查詢 

編輯完成註記 

關員核定用料清表查詢 

預製轉正式 

圖 5 業者端 ASP 平台之用料清表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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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作業效益 

  綜合前述各點，可以歸納出採用電子化核銷之效益如下： 

一、 提升作業速度：由系統自動擷取進出口報單及過去之核銷紀錄，並依照

業者提供之用料清表，自動計算用料量及加工費，憑以計稅通關。而不

須以人工方式交叉比對進出口報單，可有效縮短整體作業時間。 

二、 減少錯誤發生：採電子化核銷方式後，由系統自動依進出口報單及用料

清表進行核銷，以及控管結餘量，可避免過去採人工紙本核銷方式時，

因核銷資料直接記錄於報單(跨關區核銷之案件則僅記錄於影本)，所產生

之重複核銷、漏未核銷、計算錯誤或紀錄難以辨識等人員作業疏失。 

三、 降低作業成本：進出口報單調借、用料清表核銷、計算加工費及計稅，

皆由系統輔助執行，可大幅降低人工作業成本。不似過去業者在辦理委

外加工業務時，為加快核銷程序及釐清核銷問題，常須親赴海關辦理是

項業務，使得人事成本相對偏高；而海關亦因不用再以人工辦理核銷作

業，同樣可降低人事作業成本。 

四、 增進管理效能：採用電子化核銷之所有核銷紀錄皆儲存於系統中，使得

徵納雙方皆可透過資訊系統的輔助，即時得知處理進度及查詢歷史核銷

紀錄，而增進委外加工核銷案件之管理效能。 

肆、 未來展望 

由於委外加工貨物種類繁雜，而加工技術及加工程度又相異甚大。要求承辦

關員在有限的職場生涯中，嫻熟所有領域之加工貨物，在實務上確有其困難，而

外網 業者 海關 

用料清表編輯 

用料清表新增/修改 

業者傳送用料清表查詢 

關員核定用料清表查詢 

內網介接 

ASP作業平台 

單一簽入 

 

用料清表文字檔上傳 

圖 6 業者端離線編輯之用料清表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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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培養一名僅精通於某領域之分估關員，也非一朝一夕可成。另一方面，海關

職務輪動頻繁，更加深了培養領域專才的困難。因此，思考建構以電腦取代人腦

的作業模式，以避免因人員流動而造成知識斷層，應是未來可行之發展方向。 

以委外加工核銷作業為例，對於加工技術成熟之加工產品，或生產技術內建

於生產設備者，其加工用料量及損耗率在業界應已成可掌握之常態分布。類此貨

物可將其用料及損耗合理區間內建於系統，並依其申報資料是否位於合理區間分

為自動核銷及人工核銷兩部份。此類系統可像專家系統一樣，依據使用者行為分

析累積經驗值，並可隨著時間遞嬗逐漸增加自動核銷之比例，進而達成增進人力

運用效益之目標。 

(本文由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柳碧芳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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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人事 

●法務部 

法務部資訊處樓高級分析師瓴自願退休，自本（102）年 6 月 17 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副處長蔡福隆調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資訊服務

處處長，派令自 102 年 7 月 2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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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報 

●行政院研考會敬邀各機關參與試辦「深化 Web 2.0

互動應用」 

因應網路社群軟體的興起，加上網友的聯繫更迅速、緊密，已將網路活動帶

入一個新的發展面向。面對推陳出新的網路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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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 2.0 就是政府部門充分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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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研考會本(102)年度推動政府機關運用 Web 2.0 社會網絡媒體(如 Blog、

Facebook、Twitter、Youtube、Flickr 等) 輔導計畫，協助政府機關有效運用及經營

社會網絡媒體，拉近民眾的距離。有意願參與輔導計畫之機關，請於本年 7 月 15

日逕至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http://www.webguide.nat.gov.tw/）網站查詢輔導申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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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TWNIC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教育訓練課程 
為推廣 IPv6 之應用與培養 IPv6 技術人才，及提供社會大眾 IPv6 相關技術受訓

之機會，TWNIC 自 5 月起舉辦全省巡迴「2013 年 TWNIC 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教

育訓練課程」課程，目前 7 至 10 月尚有多項課程開辦中，歡迎同仁踴躍報名。 

註：此課程因座位有限，各課程於開課兩週前中午 12:00 開始接受報名，詳細內容

及報名，請參閱網址 https://www.gsnv6.tw/ipv6_102 。 

課 程 名 稱 開 課 日 期 

IPv6 技術講習一般課程 7/26，8/2，9/18，10/4 

IPv6 網路管理與安全-企業網路課程 8/9，9/6，10/4，10/11 

IPv6 路由設定與防火牆操作實習 
7/4-5，7/25-26，8/12-13 

9/5-6，9/26-27 

IPv6 作業系統與應用服務建置實習(Windows) 
7/12，8/2，8/23，9/13，10/4 

 

IPv6 作業系統與應用服務建置實習(Linux) 7/19，8/9，8/30 

https://www.gsnv6.tw/ipv6_102/index_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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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預報 

●第 20屆 TWNIC IP 政策資源管理暨政府 IPv6 升級  

 推動研討會議 
 

一、活動說明： 

舉辦「第 20 屆 TWNIC IP 政策資源管理暨政府 IPv6 升級推動研討會議」之目

的在建置臺灣網路界討論 IP 相關議題的社群與機制平台，彙集台灣地區各 ISP 

業者之意見，再經過公開討論，持續追蹤及研究，制訂或修正相關 IP 政策及管理

機制及 ISP 業者間的維運技術分享。 

 

二、舉辦日期： 

中華民國 102 年７月 10 日 (星期三)－7 月 11 日(星期四)  
 

三、舉辦地點：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二號） 
 

四、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指導單位：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教育部、IPv6 行政院 NICI 小組 
 

五、報名網址及議程：http://opm.twnic.net.tw/20th/index.html 

http://opm.twnic.net.tw/20t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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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雲駕霧，雲端運算應用發展交流研討會 
 

一、活動說明： 

【經濟學人】指出，兩年前全球儲存的資料量，等於每人擁有 160 座埃及

亞歷山大圖書館(曾是世界最大的圖書館)，2020 年前，企業、個人都將處理，

比目前多 50 倍的資料量。 

雲端，也就是駕馭「海量資料」的能力，成為決勝點。  ----- 天下雜誌，2013.06 

雲端化能快速地提升資訊應用效能，且具彈性擴充功能，發揮資源共享能

力且讓資訊處理更簡便化、行動化，都是雲端應用發展重點，這將是您了解國

內外大廠雲端產品的最佳機會! 就讓我們騰雲駕霧 飛上雲端! 

如何應用雲端服務提高組織 IT 效能，藉以促進整體營運效率提升，是 IT

管理者不可不知的資訊應用潮流。為因應政府單位未來雲端化的需求，推動未

來公部門雲端運用，行政院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與中華軟協於  

7 月 10 日舉辦【騰雲駕霧，雲端運算應用發展交流研討會】，邀請中華電信、

遠傳、台灣微軟、台灣大哥大、神通資訊科技等國內外重要雲端服務業者，首

次同台，展現台灣雲端實力，針對政府公部門需求介紹雲端服務內涵，讓您快

速掌握雲端服務，將組織 IT 資源發揮最大效益。現場並提供與會者交流媒合機

會。 
 

二、舉辦日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 下午 13:30 至 17:30 止  
 

三、邀請對象 

各級政府單位資訊主管、中大型企業資訊主管 
 

四、舉辦地點：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 樓 101 室  (100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五、主辦單位：行政院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協辦單位：CIO IT 經理人雜誌 
 

六、報名網址/活動議程： 

http://www.cisanet.org.tw/Services/MACreate/cf7099b9-ba7f-4f53-8582-0b16b445dd24 

http://www.cisanet.org.tw/Services/MACreate/cf7099b9-ba7f-4f53-8582-0b16b445dd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