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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專欄 

財政資訊之政策目標與願景 
財政部曾政務次長銘宗 

一、前言 

財政部職司國家資產管理及財源籌措，主要任務在籌措財源以支應政府推動政

務及日常營運，業務範圍涵蓋國庫、賦稅、海關、國有財產、促參及支付等業務，

攸關政府整體施政效能及民眾福祉，這些「庶政之母」相關的財政業務，在執行面

必須要有效的落實，而在政策面則須與各級政府的施政及民眾的需求配合，同時   

尚需兼顧財政紀律，並維持國家社會經濟穩健發展。因此，如何制定合宜的政策，

及有效的執行業務，成為財政部必須面對並妥善處理的挑戰。目前本部國庫、賦稅、

海關、國有財產、促參及支付等業務均已引進資訊科技，協助管理龐大資產及資金，

同時協助處理日常行政業務，有效提升行政及管理效能。 

隨著環境的變遷及資訊科技的進步和普及，使得民眾及組織在溝通、協調及處

理業務等方面有了革命性的變革，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變化的腳步也會越來越快，

這也導致民眾及政府本身，加上經濟及商業環境的變化，對財政相關資訊系統原有

功能或所提供的服務，產生新的需求，此外就供給面而言，因為新的資訊科技可創

造出新服務與應用的機會，這些新需求、新服務與新的運用機會，正是未來財政資

訊發展的驅動力；另一方面，在機關內部，除了以提升行政效能為主要目的的傳統

業務資訊系統外，在制定政策時更需要有預測環境、政策、業務的發展趨勢，及評

估各種政策方案可能衝擊或影響的資訊系統，來協助決策，這種需求也隨這技術的

進步，逐漸發展出一些解決方案；但不論服務民眾的資訊系統，或者是服務財政部

及所屬機關內部同仁或高階主管的資訊系統，主要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於符合民眾

或組織的期望，並能產生實質效益，因此就財政資訊業務未來的發展而言，也將持

續朝滿足內外部使用者的需求，及提昇服務品質和滿意度的方向，一方面擴大服務

與應用的範圍，一方面引進新的資訊科技，以強化財政資訊業務的效能。 

二、財政資訊體系概況 

從業務面來看，財政部的核心業務主要有賦稅、海關、國庫、國產等四大項，

為處理相關業務的龐大資訊，各項核心業務均有專屬資訊部門與業務資訊系統，從

系統功能加以分類，前述四大業務下，主要有業務交易處理(transaction processing)

及管理資訊(management information)系統、行政支援系統、為民服務系統等三大類，

其中行政支援系統主要包括：公文系統、薪資系統、差勤系統等，另在為民服務系

統方面則多屬網際網路線上申辦或查詢服務系統，而各核心業務資訊部門與主要業

務資訊系統高達 49 個子系統。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從民國 102 年起，財政部四大業務分別由賦稅署、關務署、

國庫署、國產署掌管，除了負責內地稅資訊業務的財稅資料中心將改制為財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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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仍維持三級機關編制，負責部屬機關資訊計畫審議及資訊業務之整合協調工作

外，其餘各業務所屬資訊單位亦配合改組，分別在關務署設置關務資訊組、國庫署

及國產署則設置資訊室，負責相關資訊系統之維運及開發。 

三、推動中重要工作 

隨著內外在環境的變化，業務承辦同仁及民眾對於相關資訊系統的功能和服

務，也產生不同的需求，為因應這些新的需求，財政部所屬各資訊機關單位，在近

幾年來也陸續推出一些新的資訊開發專案，例如：「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更新整體

實施計畫」、「全面推動電子發票應用計畫」、「關港貿單一窗口」、「國庫集中支付作

業主機汰換及異地備援中心建置計畫」等。 

目前本部所屬資訊單位同仁正積極投入上述資訊專案的執行，預計完成後將可

有效提升本部行政效能，並可大幅改善對外機關及民眾的資訊服務品質。 

四、財政資訊未來展望 

財政部所屬機關的資訊系統在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後，目前處理作業層業務的資

訊系統已有完善的建置，但為妥善因應財務、稅務、財產管理及政策規劃的需求，

未來財政部必須逐漸朝管理及策略性的資訊系統發展；由於不同層級的管理人員所

面對的問題、情境不同，因此在做決策或執行業務時也會有不同的資訊需求，根據

決策者資訊需求的分類可以看出(圖 1)，一般而言，管理層和策略層所面臨的決策較

缺乏結構性，所需的資訊範圍較廣、且多屬非例行性的摘要或整合性資訊，因此，

較難事先確定決策過程的細部程序和所需的資料(James A. O’Brie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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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高層決策者非結構化決策的資訊需求，就技術面來看，資訊系統就必

須儲存大量橫向及縱向的相關資訊，同時具備即時匯總、分析、預測的能力；在基

礎架構方面則要有可應付緊急的臨時性或關聯性查詢的龐大資料庫及資料倉儲，以

及強大的運算處理能力；而在應用系統架構方面則需具有較大彈性，可供快速設計

完成新的應用系統來滿足隨時可能產生的新資訊需求；雖然這些新興科技，比起以

往的資訊系統，已有長足的進步，對於高層決策的資訊需求，也較上一代的資訊系

統，更能即時提供有效的參考資訊，但是，新一代的技術仍有其限制，因此，我們

必須掌握相關業務潛在的發展或變動趨勢，才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較有效的滿

足高階決策的資訊需求，依據本部中長程財政健全方案架構，要做好財務管理，就

必須掌握長短期現金流量、利率變化、資金需求及缺口等資訊，才能據以制定發債

及償債計畫，以及支應公共建設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資金需求，而財務管理的基礎，

又涉及稅務及財產的管理，就稅務管理而言，決策者必須掌握稅收及稅源結構、各

稅相關參數，如稅率、免稅額、寬減額等的變化，才能制定較合理精確的稅制；而

在財產管理方面，則需掌握國有財產、公股等資產的現值及未來價格變化的趨勢，

才能有效管理及處分國家資產；總體而言，稅務管理及財產管理的結果回饋給財務

管理，才會有完善的財務規劃，另一方面，財務規劃的結果也會引導稅務管理和財

產管理的方向，因此，未來財政資訊管理的方向，一方面將逐步整合財務管理資訊、

稅務管理資訊、財產管理資訊，另一方面則將擴大資訊基礎設備之能量，引進彈性

化且具整合能力之架構，以及擴充軟體分析預測的功能，使未來的財政資訊管理系

統，除日常例行業務外，亦能逐步滿足本部高階決策者在政策制定和決策方面的資

訊需求。 

 

 

 

 

 

 

 

 

 

圖 2 財政雲架構 

1. 擴大網路申報範圍 

2. 建立多元溝通管道 

3. 引進自動化稽核機制 

4. 建立以納稅人為中心之單一

納稅個體資訊服務 

5. 提供多元網路申報管道 

6. 提供民眾發票查詢及自動兌

獎等服務 

1. 多元繳稅管道 

2. 流程簡化 

3. 加速銷帳劃解效率 

4. 提升國庫調度效能 

1. 建置優質單一窗口 

2. 整合三大資訊系統 

3. 調和經貿資料訊息 

4. 提供便捷整合服務 

5. 建立商品資料倉儲 

6. 推動國際接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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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幾年來各種資訊設備推陳出新，尤其在行動裝置部分，平板電腦和智

慧型手機的普及，使得許多傳統的資訊服務，必須轉型成為移動裝置上的服務，而

由於這種資訊服務的使用者為數眾多，間接也造成資訊服務提供端必須採取更有彈

性的架構，讓資訊資源可以更有彈性的調度和佈署，來滿足這些服務需求，這也是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架構方興未艾的原因之一，本部為因應這種發展趨勢，亦

規劃相關資訊業務逐步朝雲端運算的方向發展，初步先從與民眾接觸較頻繁的賦

稅、海關及國庫業務著手，規劃建置財稅雲、關務雲及財金雲，來組成財政雲(圖 2)，

期望建置完成後，讓民眾可以從不同的設備來使用便捷的財政資訊服務。 

五、財政資訊之願景與策略 

從前面的說明可以看出，財政部的業務不但與各級政府機關密切相關，跟廣大

民眾也有緊密的關係，尤其是本部的業務大多牽涉到當事人的直接利益，因此本部

所提供的資訊服務，除了達到便捷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正確可靠，同時也希望

這些資訊能夠促進財務和經濟活動的發展，基於這樣的理念，個人認為財政部資訊

發展的願景可訂為：成為最具公信力的財政資訊服務與價值創造者-提供最新、最快、

最好的資訊服務。 

分析上述願景的關鍵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要實現前述願景，本部的

資訊部門就必須達成下列目標： 

(一)培養專業技能：資訊專業技能，是創造資訊服務與價值的基礎，同仁必須與時

俱進吸收新的知識與技能。 

(二)強化財政資訊服務： 配合技術的進步，及民眾新的需求，財政資訊服務亦應

順應趨勢推陳出新，以滿足前述需求。 

(三)提昇資訊資產價值：龐大的財政資訊除了相關統計資料可供學術研究或政策制

定參考外，利用資料採礦等商業智慧相關技術，來發掘潛在趨勢、樣態，以了

解民眾、產業甚至總體經濟的需求，以及創新服務的機會，應可發揮財政資訊

的潛在價值。 

(四)確保資訊安全：以完善的資訊安全管理能力，確保財政資訊的機密性、可用性、

完整性和正確性，才能維護政府機關及資訊的公信力。 

在這樣的目標下，本部資訊業務將採取下列策略來推動，相信有助於實現我們

的願景： 

(一)掌握趨勢，引進新科技與知識：同仁必須隨時掌握新技術的發展情形，並檢視

有無引進的需要，或創造新服務的機會。 

(二)進行流程整合：流程整合是提供便捷服務的重要方法，讓服務可以順暢進行，

並可減少民眾遊走不同地點申辦的麻煩。 

(三)增加服務項目：在既有服務項目之外，創造新的服務項目，提供民眾更多的便

利、節省更多的時間和交易成本。 

(四)擴大服務範圍：提供既有服務給更多民眾擷取，提升服務的使用率及涵蓋率，

可以有效提升服務的價值。 

(五)加強風險控管：在資訊安全方面，則需提高風險意識，加強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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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資訊業務的發展重點在於結合業務和資訊科技的應用及創新，主要的目的仍在

於提升效率、效能、便利性、競爭力等，藉著提供資訊服務、滿足使用者資訊需求，

來達成組織目標，因此，資訊系統、組織策略、組織目標之間必須具備一致性，或

者說，三者間須進行校準(alignment) (Handerson , Venkatraman & Oldach,1996)才能發

揮資訊系統的功能、達成組織目標，因此發展成功有效的資訊系統或服務，需要業

務單位和資訊單位雙方密切的溝通、協調與合作，尤其在開發創新服務方面，除了

新技術的使用之外，更重要的是需有業務面的指引，才能讓創新的服務具有可行性，

本部業務單位和資訊單位間，多年來已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未來仍將在既有的基

礎上，更加密切的合作，希望透過持續的改善、整合及引進新技術，發展出更多優

質便捷的服務，讓更多的民眾來使用，同時有效提升財政業務的效能，為國家經濟

社會發展奠定穩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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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訊業務推展概況 

壹、 財政資訊體系之架構 

財政部的核心業務主要有賦稅、海關、國庫、國產等四大項，各項核心業務均

有專屬資訊部門與業務資訊系統，從組織面來看，目前財政資訊體系組織架構如下

圖(圖 1)；由本部政務次長兼任財政部資訊長，督導本部各機關所屬資訊單位。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從民國 102 年起，財政部四大業務分別由賦稅署、關務署、

國庫署、國產署掌管，除了負責內地稅資訊業務的財稅資料中心將改制為財政資訊

中心仍維持三級機關編制，負責部屬機關資訊計畫審議及資訊業務之整合協調工作

外，其餘各業務所屬資訊單位亦配合改組，分別在關務署設置關務資訊組、國庫署

及國產署則設置資訊室(圖 2)，負責相關資訊系統之維運及開發。 

 

 

 

 

 

 

 

 圖 2 組改後財政部資訊組織架構 

國稅局資訊科 

海關業務 國庫業務 國產業務 賦稅業務 

財政部資訊長 

政務次長兼任 

關務署資訊組 國庫署資訊室 國產署資訊室 

整體財政 

資訊業務 

財政資訊中心 

財稅資訊中心 

國稅局資訊科 

財政部資訊長 

政務次長兼任 

賦稅業務 海關業務 國庫業務 國產業務 

關稅總局 

資料處理處 

支付處 國產局資訊室 

圖 1 組改前財政部資訊組織架構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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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系統面來看，四大核心業務均由專屬資訊部門開發維護相關資訊系統，目前

各業務主管機關所屬資訊系統，主要可分為支援核心業務的業務資訊系統、支援行

政作業的辦公室自動化系統，及提供民眾線上申辦或查詢服務為民服務系統等三大

類，各核心業務主要業務資訊系統摘述如下表(表 1)： 
 
 

表 1 財政部主要核心業務資訊系統一覽表 

核心業務 系統名稱 

賦 
 

稅 
 

業 
 

務 

綜所稅扣免繳資料建檔系統 

綜所稅交查核定系統 

綜所稅核定更正系統 

扣除額單據電子化系統 

綜所稅稅額試算系統 

全功能櫃台系統 

查調管理系統 

菸酒、貨物稅系統 

證交、期交稅系統 

遺產、贈與稅系統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系統 

外僑綜合所得稅系統 

營業所得稅系統 

營業稅系統 

地方稅相關系統 

徵課管理系統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 

稅收衝擊系統 

 
海 
關 
業 
務 

簡易進口通關作業系統 

驗估報單管制作業系統 

海、空運進口通關作業系統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系統 

廠商管理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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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扣欠稅作業系統 

稅則相關作業系統 

沖、退稅作業系統 

保稅作業系統 

自由貿易港作業系統 

查緝作業系統 

徵課會計作業系統 

營業稅記帳沖銷系統 

電子資料交換(EDI)作業系統 

跨國連線作業系統 

產地證明系統 

預算支付法案電腦連線核轉系統 

國 
庫 
業 
務 

國庫收支連線系統 

支付業務連線作業系統 

國庫電子支付系統 

金融電子資料交換系統 

預算管制審核系統 

 
 
 

國 
 
產 
 
業 
 
務 

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 

國家資產地理資訊系統 

國有公用財產系統 

國有公用土地管理系統 

國有非公用土地地理資訊系統 

清勘查影像管理系統 

國有土地估價地理資訊系統 

GPS 衛星定位勘測輔助系統 

國有財產管理系統 
 

在資料架構方面，配合技術的發展及業務的需求，本部所屬資訊系統所使用的

資料多已從傳統的檔案結構，轉換為資料庫架構，部分業務需從大量資料中挖掘特

殊樣態，或特殊關聯，已逐步將相關資料匯入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供資料採

礦(data mining)或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軟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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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業模式方面，從以往的批次作業(batch mode)，提升到目前的線上交易處理

模式(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mode )，部分利用資料倉儲的分析應用，則更提升

到線上分析作業模式(online analytic processing mode)。 

在硬體架構方面，隨著網路技術的進步，相關硬體架構已從早期的集中式大型

主機(mainframe)系統，轉換為主從架構(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再到目前的聯網

(web architecture)架構，讓使用者可以方便的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擷取資訊或使用

各種資訊服務，此外配合行動裝置的普及，為使傳統的資訊服務，轉型成為移動裝

置上的服務，同時讓資訊資源可以更有彈性的調度和佈署，本部亦規劃相關資訊業

務逐步朝雲端運算的方向發展，初步先從與民眾接觸較頻繁的賦稅、海關及國庫業

務著手，規劃建置財稅雲、關務雲及財金雲，來組成財政雲(圖 3)，期望建置完成後，

讓民眾可以從不同的設備來使用便捷的財政資訊服務。 

 

 

 

 

 

 

 

 

 

 

 

 

 

 
 

在提供民眾服務方面，本部資訊架構的部署，亦符合電子化政府服務發展的趨

勢(圖 4)，從早期的電子表單上網供民眾下載使用，接著在網站上提供查詢服務及申

辦服務，再進步到整合內部相關單位作業流程，以提供一站式服務，如國稅局的全

功能櫃檯服務，發展至今本部也陸續推出跨機關的隨選式整合服務，例如網路報繳

稅服務，即為整合關貿公司的報稅、財金公司的繳稅、內政部自然人憑證中心的認

證，以及國稅局和財稅資料中心的相關系統，所提供的跨機關一站式整合服務。 

 

圖 3 財政雲架構 

1. 擴大網路申報範圍 

2. 建立多元溝通管道 

3. 引進自動化稽核機制 

4. 建立以納稅人為中心之單一

納稅個體資訊服務 

5. 提供多元網路申報管道 

6. 提供民眾發票查詢及自動兌

獎等服務 

1. 多元繳稅管道 

2. 流程簡化 

3. 加速銷帳劃解效率 

4. 提升國庫調度效能 

1. 建置優質單一窗口 

2. 整合三大資訊系統 

3. 調和經貿資料訊息 

4. 提供便捷整合服務 

5. 建立商品資料倉儲 

6. 推動國際接軌方案 

 

 

財政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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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治理方面，除了網路報稅時透過網頁收集滿意度資訊外，在國稅部份亦

設置臉書(facebook)社群網站與納稅人互動，藉以了解納稅人的需求，做為未來開發

系統，甚至做為施政的參考。 

整體而言財政部資訊體系架構除核心業務部分外，部本部方面尚有行政及管理

資訊系統；另就廣義財政體系而言，尚包含本部所屬事業機構，如公股行庫、菸酒

公司、印刷廠等，因此，財政部整體資訊體系架構如圖 5。 

 

 

 

 

 

 

 
 
 
 
 圖 5  財政部整體資訊體系架構 

政府服務上線 

(Online 

Government) 

互動式政府服務 

(Interactive 

Government) 

整合式政府服務 

(Integrated 

Government) 

隨選式政府服務 

(On demand 

Government) 

Access(服務的普及) Integration 
(政府機關內部服務的整合) 

On demand 
(政府機關間及與外部 

作業流程的整合與客製化) 

圖 4 電子化政府服務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Todd Ramsey,’On Demand Government continuing the e-government Journey’,2004, Sep,IBM Institute for e-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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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重要計畫規劃與推動情形 

隨著內外在環境的變化，本部同仁及民眾對於相關資訊服務，也產生不同的需

求，為因應這些新的需求，財政部所屬各資訊機關單位，在近幾年來也陸續規劃及

推動一些新的資訊開發專案，詳如表 2 

表 2 財政部推動中之重要資訊專案一覽表 

核心業務 專案名稱 專案目標 推動情形 

賦稅業務 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 

更新整體實施計畫 

1. 汰換老舊國稅及地方

稅平台 

2. 以新一代軟硬體技術

改善效率、效能 

3. 提升資訊服務品質 

4. 整合資源與流程，以

發揮綜效 

5. 促成創新服務及提升

資訊服務的附加價值  

1. 國稅系統部分業於

101 年 11 月上線提供

服務 

2. 地方稅系統部分於

102 年底全部上線 

全面推動電子發票應用 

計畫 

1. 促進電子發票相關應

用軟體之發展，加速

各類型產業導入企業

對企業 (B2B)電子發

票應用 

2. 擴 大 企 業 對 消 費 者

(B2C)電子發票至實

體通路發票無紙化應

用 ， 以 加 強 便 民 服

務，並增進整體推動

效益 

3. 擴建第二代電子發票

整合服務平台，滿足

電子發票應用範圍之

擴大及需求之成長 

4. 提升 稅 務查 核 便利

性，支援未來相關稅

務改革之推動 

1. 持續輔導大型營業

人導入 B2B，截至本

季導入 B2B 及 B2C

累計達 5,859 家 

2. 完成網頁版電子發

票管理系統及介接

融資圈帳務管理系

統功能模組建置，相

關程式陸續上線 

3. 為整合虛擬消費通

路與實體消費通路

作業流程一致化，修

訂「消費通路開立電

子發票試辦作業要

點」，於 10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4. 截至 101 年 9 月底，

完成代表性業者展

開消費通路電子發

票試辦累計達 49 家 

5. 全案預訂於 102 年底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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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專案名稱 專案目標 推動情形 

海關業務 關港貿單一窗口 1. 建立整合通關、航港

與貿易簽審電子化服

務之單一窗口提供各

項進出口相關事務申

辦與資訊提供之單一

入口 

2. 調和電子資料標準訊

息，加值經貿通關供

應鏈相關之訊息、貨

物移動與統計資料 

3. 提升民眾及業者申辦

進出口服務的便利性 

4. 建立與國際接軌之經

貿通關作業環境 

1. 完成關港貿單一窗

口入口網站建置、網

際網路應用系統建

置、訊息及資料交換

環境建置、服務平台

建置、資料庫及資料

倉儲建置 

2. 完成 16 家簽審機關

G2G 移轉上線 

3. 在預報貨物資訊系

統建置方面，完成以

下系統之開發及單

元測試：新出口通關

系統(含出口快遞簡

易通關系統)、新公

用資料維護系統、新

5 年歷史資料系統

(出口)、新風險管理

系統、新轉運轉口系

統(出口)、單一簽入

管理系統 

4. 全案預計 102 年 8 月

完成 

國庫業務 國庫集中支付作業主機 

汰換及異地備援中心 

建置計畫 

1. 汰換支付作業老舊主

機，提升營運效率 

2. 建置異地備援中心，

提供高可用性之支付

服務 

1. 民國 102 年完成支付

主機及異地備援作

業主機等建置及支

付系統分析作業 

2. 民國 103 年完成國庫

集中支付作業應用

系統建置作業 

3. 民國 104 年完成平行

作業及正式上線 

目前本部所屬資訊單位同仁正積極投入上述資訊專案的執行，預計完成後將可

有效提升本部行政效能，並可大幅改善對外機關及民眾的資訊服務品質。 

參、 實施策略 

從本部資訊系統發展的過程、功能，以及電子化政府服務發展的趨勢來看，新

興系統通常需逐步整合越來越多的作業流程，導致相對應的資料、伺服器、網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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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資源的整合是未來的趨勢之一；而在需求面，民眾或使用者對於資訊服務品質

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同時因為使用端設備的多樣化，資訊服務亦需考慮客製化的要

求，要滿足這些多樣化的需求，在技術方面要跟得上新技術的發展，在服務方面則

要符合新的需求，在品質方面則需不斷提升，因此本部在推動資訊專案時採取以下 4

個策略，以期新系統符合使用者或民眾的需求。 

1. 服務創新化 

2. 業務優質化 

3. 技術前瞻化 

4. 資源整合化 

肆、 結論 

如期、如質、如預算完成工作，是專案管理的終極目標，但新簡單業務的電腦

化工作，大多數都已完成，新興的資訊系統規劃或建置案越來越複雜，工作量也越

來越大，另一方面，由於整合的要求，所涉及的不同設備和技術也越來越多，因此，

在規劃階段很難完整的考慮到所有的環節，而在執行階段也常因技術進步快速，使

得原規畫的設備和技術面臨應否替換的問題，此外由於專案的龐大和複雜，參與的

工作人員也多，使得上下游及橫向的溝通協調，更加困難，這些問題都嚴重挑戰專

案是否能如期、如質、如預算完成，因此在推動新興資訊專案時，有必要引用專案

管理和軟體工程的方法，來以簡馭繁，同時，更有必要在系統開發生命週期(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的各個階段，藉助自動化的工具，協助各類人員完成相關工作；

本部所屬各資訊單位已陸續引進相關制度，融入相關的開發、維護工作中，相信未

來在推動新的資訊專案時，將更能達成如期、如質、如預算完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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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訊－資訊政策 

●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 

行政院研考會 1 月 31 日於行政院院會中報告，將以「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

造」作為引導政府機關改造服務流程，提供主動、便民服務之重點策略。院長聽取

報告後指示，行政效率及服務效能的再提升是政府持續努力的方向，行政院組織改

造工程自去(101)年元旦陸續啟動，機關整併及功能職掌重新調整，勢必對政府服務

產生影響。各機關應從民眾觀點重新檢討服務流程，進行流程改造主動提供一站式

服務，讓民眾生活更便利，藉此感受到政府的貼心與用心。對報告中所提如交通部

公路總局行動監理站、臺中市政府-N 加 e 跨機關便民服務示範案例，追蹤辦理成果，

加強宣導，對各機關發揮示範作用，啟發其他想法。  

為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各機關在辦理民眾申請及查詢等業務時，應秉持「多用

網路，少用馬路」之核心精神，讓民眾在家或使用行動載具即能獲得服務；如果是

必須到機關才能辦理的，也要能「臨櫃服務一次 OK」；甚且對於有特殊需要的民眾，

可以「主動關心服務到家」，期能以機關服務流程改造，讓民眾感受到組織改造後   

機關效能的提升。  

配合以上原則，行政院研考會擇定「全球招商及投資全程服務」、「全面免附    

戶籍謄本」及「e 化服務宅配到家」三項重點工作項目，分別由經濟部、內政部及本

會 3 個主辦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優先推動。另外，各機關也自行選定和民眾切身相關

的事項組成工作圈，例如教育部主辦就學安全圈、僑委會主辦僑民服務圈、衛生署

主辦送子鳥圈、農委會主辦農民服務圈、勞委會主辦促進就業圈等，希望透過跨機

關工作圈的合作，推動一站式受理的整合流程服務，帶給民眾生活更大便利。  

研考會希望透過政府服務流程改造的全面推廣，引導各機關化被動為主動，將

流程改造的種子主動推展到政府服務的各個層面，為民眾設身處地著想，創設出更

便捷的政府服務，共同為打造民眾幸福生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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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訊－重要會議 

●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資訊改造分組第 12次會議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分階段施行，迄今有行政院本部、法務部、文化部、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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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文化部、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通訊傳播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外交部、財政部、教育部及國防部等 18 個機關施行；

尚有 13 個部會及所屬待完成立法後施行。 

為協助各部會善用新資訊組織架構及新興技術應用，並以部會為中心，推動以

民眾為核心的創新服務，以及資訊資源統籌運用措施，藉以提升資訊價值，行政院

研考會於 2 月 4 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召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資訊

改造分組第 12 次會議」，由宋主任委員餘俠主持，共有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資訊

主管 55 人出席，共同研商資訊改造後續推動重點，並聚焦資訊組織架構與人力資源、

電子化政府預算審議流程調整、政府資料中心資訊資源整合策略，另邀請財政部、

教育部分享配合組織改造進程，推動資訊資源向上集中之具體作法，協助各機關藉

由經驗分享與交流，達成資訊資源向上集中、提升資訊服務量能之資訊改造目標。

與會人員並就資訊組織功能與員額調整、組改後派駐人員之職責、約聘雇同仁權益

保障、資訊預算編列、資訊人員考試與任用等提案交換意見，氣氛熱絡。 

 

宋主任委員餘俠於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資訊改造分組第 12 次會議致詞 



 
16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4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2 月 

 
中華民國 102 年 02 月 

 

政策快訊－重要資訊計畫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101年至 105年)修正案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101 年至 105 年)」於 100 年 6 月 10 日奉行政院以院

臺秘字第 1000030132 號函核定，行政院研考會及各旗艦相關計畫主辦機關本效率、

效能及品質三面向，掌握子計畫執行進度及成效，適時檢討並配合先期計畫作業滾

動修正計畫。 

  依據上開原則，「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自 102 年度起滾動修正部分計畫內

容，並奉行政院 102 年 1 月 7 日院臺綜字第 1010083053 號函核定，以因應資訊服務

發展趨勢及強化組改配套措施，其主要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為協助旗艦 1「政府雲端運用服務」各機關資源整合與協調，滾動擴增研考會  

「政府資訊服務改造」計畫(計畫期程為 102 年至 105 年)，另配合組改時程調整，

彈性延長研考會「政府施政計畫管理雲端服務發展計畫(原『政府施政計畫管理

整合平臺建置計畫』)」至 105 年度。 

二、為求進一步增加旗艦 2「基礎資料庫擴增」計畫資料面之完整性，滾動擴增法務

部「檢察、矯正、廉政資料庫整合提升計畫」(計畫期程為 102 年至 105 年)。 

三、旗艦 2「基礎資料庫擴增」計畫項下「海洋資料庫規劃建置計畫」，因計畫作業  

執行進度受限於組織改造進程影響，故調降計畫 103 年至 105 年部分核定經費，  

酌減經費改為支應前述 3 項擴增及延續計畫所需。 

四、依行政院核定 101 年 7 月 11 日張政務委員善政召開「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

務中心移由院資通安全辦公室督導相關事宜研商會議」會議決議第(一)1 點：「技

術服務中心之委辦及督導...轉由資安辦負責辦理」，故配合調整旗艦 1「政府雲

端應用服務」計畫項下之「雲端資安防護整合服務計畫」執行機關，主辦單位

改列「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增列協辦單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五、配合前述計畫調整及因應執行環境之變遷(如組織改造後之機關數異動、行政院  

核定計畫執行期程等)，增列及修改部分績效指標。 

六、各子計畫之 101 年度及 102 年度經費需求數，依據 101 年度法定預算數及 102

年度概算數修正。 

「修正計畫核定本(內附行政院核定函影本)」置於行政院研考會全球資訊網之

「電子化政府─各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功能頁面項

下，或逕於 http://www.rdec.gov.tw/public/attachment/311016404471.pdf 網址下載。 

●署立桃園醫院「醫院關懷病患安全辨識計畫」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將於 103 至 104 年度分期引進條碼安全辨識機制，並導入

行動護理車，藉以增進護理人員作業效能，提高病患辨識正確率(以病患手圈之條碼

http://www.rdec.gov.tw/public/attachment/3110164044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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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其身分)及用藥之安全性(核對藥包條碼及藥品圖文電子資料)，經評估護理人員

三讀五對作業流程之 9 項純人工作業將減少為 5 項、核藥時間縮短為 50~60 秒、辨識

病患時間縮短為 10~30 秒、給藥錯誤率由 0.01014%減少為 0.00221%，為病患營造安

心健康之醫療環境。此外，第一期計畫將援用其他署立醫院開發之「住院照護流程

管理系統」及「藥品圖文輔助辨識管理系統」，並融入「行動醫療資訊整合系統」。

第二期將持續進行「檢驗條碼列印系統」、「衛材處置異常管理系統」、「急診照護流

程管理系統」客製化，並將視成效推廣至其他署立醫院，以期資訊資源充分運用。 

●漢翔航空公司「車載網路平台精進暨雲端連結運用

開發計畫」 
漢翔航空公司在汽車相關產品研發方面，開發有：車載網路 CAN Bus、車用電

裝系統整合、電動背門系統、車身控制模組 ECU 設計等多項技術與產品。由於近年

車用電子市場成長快速，有需要藉由一套標準化之作業模式，提升產品修改與更新

的靈活性，當跨產品線間之軟、硬體規模改變時，系統能持續發揮效能與提供服務，

爰規劃自 103 年度起建置 AUTOSAR 操作系統平台，用於開發及整合相關車載網路電

控模組，以提升產品之可靠度、穩定度以及系統之靈活性，進而擴大電動車產能。 

●臺北市政府「教育雲建置計畫」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推動電腦輔助教學，將於 102 至 103 年度，整合各級學校網

路服務系統，建置「臺北市教育雲」，其主要內容有： 

一、建置教育雲平台軟體 

(一)教師教學服務平台：包括整合現有教學資源平台，建置評量題庫平台、補充教

學平台、教師社群平台，供教師課前備課、課堂教學、課後派課、補救教學。 

(二)學生學習服務平台：包括教科書平台、數位讀物平台、自主學習平台、學習社

群平台，供學生於課前、課中、課後時間，藉由雲端數位服務資源進行學習。 

(三)家長服務：包括親師生互動平台及親師生社群平台，供家長瞭解教學進度、學

生學習狀況、出勤狀況、學習檔案，以及增進親師互動。 

(四)行政服務：建置國小、國中、高中等各級學校校務系統，包括校務管理、教務

管理、圖書管理、訓導管理、總務管理、輔導管理、系統管理、局端管理。 

(五)教育資料庫：建置中、小學生學習成效檢測資料庫，以及教師成長訓練與數位

教育資源彙整等事項。 

二、建置教育雲 e 化教材 

(一)e 化教材社群使用機制：教師間共享自製之 e 化教材，供課堂教學使用。 

(二)e 化教材管理：專人定期管理及維護 e 化教材，確保內容之正確性及版權無虞。 

(三)e 化教材製作及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 係補助製作 e 化教材或購置 e 化教材，

供全市師生使用。 

(四)e 化教材典藏：存放各項教材資料以供師生查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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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政府服務流程改造 

●「關港貿單一窗口」介紹 
壹、 「關港貿單一窗口」計畫緣起 

一、國際經貿便捷與安全趨勢 

當前國際經貿趨勢首重便捷與安全， 世界關務組織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於 2005 年 6 月通過「WCO 全球貿易安全與便捷化標準架構」

(WCO 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Global Trade, WCO SAFE 

Framework)，成為全球貿易供應鏈便捷與安全推動標準，同時，建置單一窗口

(Single Window, NSW)及調和經貿訊息，使貿易資訊於全球供應鏈無縫隙順暢

流通，亦成為落實貿易便捷安全必備條件。 

值此風潮，世界先進國家及我國貿易伙伴與競爭國紛紛導入 WCO SAFE 

Framework 並建置單一窗口，以強化對進出口業者服務效率、提升對外經貿競

爭力，並擴展跨境資訊介接與貿易合作。 

二、國內進出口資訊環境待整合 

我國現行貨物進出（轉）口資訊作業環境，主要由財政部「海關通關系統」、

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及經濟部「便捷貿 e 網」等三大資訊系統

所構成（如圖 1），分別自 84 年起提供海空運通關自動化服務、94 年起提供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及簽審申辦與單證比對服務，該等業務推動各有成效，惟

彼此間作業與系統並未充分整合。 

航港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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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政司
交通部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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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現行貨物進出（轉）口資訊作業環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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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前述國際經貿局勢的挑戰並有效整合國內進出口資訊環境，行政院財

經小組於 95 年決議建構台灣優質經貿環境與網絡，導入 WCO SAFE Framework，

經建會於 97 年決議由財政部主政「優質經貿網絡計畫」（計畫架構如圖 2），由

關務署主辦其中「關港貿單一窗口」等 5 項子計畫，期打造我國進出口單一窗口

作業環境，強化便捷效能並提升經貿競爭力。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102年起改制為關務署)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交通部

銀行公會

保險公會

預報貨物資訊

優質企業(AEO)認證及管理機制

貨物移動安全

保險與國際再保

經貿訊息核心組件文件庫

關港貿單一窗口

查驗技術現代化

進口管理(深化)

出口管理(建置)
優
質
經
貿
網
絡
計
畫

貿易安全

貿易便捷

智慧環境

安全智慧化海空港

貿易金融

 

圖 2 「優質經貿網絡計畫」架構及主辦機關 

貳、 「關港貿單一窗口」整體介紹 

一、「關港貿單一窗口」推動準則 

(一)參照國際標準：依據 UN/CEFACT 第 33 號建議文件建置單一窗口；依據

UN/CEFACT 第 34 號建議文件，以 WCO Data Model 第 3 版為基礎調和關港貿

資料訊息。  

(二)依據政策推動：以現有資源之整合、共享、有效運用為原則，發展 B2G 與

G2G 服務並建置中央資料庫。 

(三)因應世界潮流：以便捷化、智慧化、安全化、國際化為導向，打造海關與境

內、外供應鏈關係夥伴(Stakeholders)間連結之碁石。 

二、「關港貿單一窗口」建置目標 

「關港貿單一窗口」旨在調和進出口經貿訊息、整合關港貿三大系統、建

置優質單一窗口、提供跨機關便捷整合服務、建立中央資料庫與商品資料倉儲

及推動國際經貿接軌作業(如圖 3)，期整合我國進出口系統、流程與訊息，建構

優質單一窗口，提供便捷整合進出口服務及跨機關與跨境資訊交換服務，提升

政府效能、便民效益與經貿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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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關港貿單一窗口」目標 

三、「關港貿單一窗口」推動期程 

整體計畫依內部規劃(98-99 年)、委外規劃(99-100 年)、委外建置(100-102

年)及維運推廣(102-105 年)等 4 個階段推動(如圖 4)。該計畫自 98 年啟動，99

年開始規劃，在財政部嚴密督導、海關積極推動及各機關與業者協力配合下，

已於 100 年完成整體規劃、資料訊息調和及委外建置案招標，目前正密集進行

開發建置工作，預定 102 年 8 月建置完成。 

 

1.成立關港貿單一窗口工作圈
2.內部需求蒐集及評估分析
3.委外規劃案RFP研擬

維運推廣
1.單一窗口宣導推廣
2.單一窗口保固維運
3.單一窗口深化廣化

委外建置
1.委外建置案及專案管理案招標
2.單一窗口開發建置及專案管理
3.預定102年8月完成建置

委外規劃
1.委外規劃案招標
2.單一窗口細部規劃
3.委外建置案及專案管理案RFP研擬

內部規劃

98-99年

99-100年

100-102年

102-105年

 

圖 4 「關港貿單一窗口」推動期程 

關港貿
單一窗口
目標

整合三大
資訊系統

調和經貿
資料訊息

一處申辦
全程服務

提供便捷
整合服務

推動國
際接軌

建立商品
資料倉儲

整合「海關通關系統」、「航港資訊網」及
「便捷貿e網」三大系統，達成資源共享共用

建置跨境資料
交換平台，提
供國際接軌資
訊交換環境

發展通關、航港及
貿易簽審跨機關進
出口便捷整合服務

以WCO Data Model

及UN/CEFACT第34
號建議文件為基礎
，調和進出口訊息

整合進、出、轉口商品與貿易統計資訊，建立關港貿單
一窗口中央資料庫，提供商品追蹤及統計分析查詢

提供「一次申辦，
全程服務」之優質
通關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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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港貿單一窗口」服務架構 

「關港貿單一窗口」將扮演進出口資訊環境樞紐，整合介接 26 個進出口相

關機關，經由 Internet 及通關網路，提供業者便利之 G2B 申辦、查詢及電子支

付服務；經由 GSN Internet，提供各機關多元之 G2G 查證、會辦及資料交換服

務，並可連結海關系統、「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相關系統及其他國家單一窗口，

形成進出口資訊匯流處理平台(整體服務架構如圖 5)。 

貨物移動安全

其他國家
或地區

Secured

Internet

金融網路

PortNet

臺灣港務公司

GSN 

Internet

Internet

進出口
業者

報關

業者
個人

運輸

業者

倉儲

業者

承攬

業者

便捷貿e網

關貿網路公司

汎宇電商公司

通關網路

關貿網路公司

汎宇電商公司

金融

機構

承攬

業者

運輸

業者

進出口
業者

報關

業者

報驗

業者

倉儲

業者

跨境移動安全

監控系統

貨物風控系統

AEO認證及

管理系統

預報貨物資訊系統

海關通關系統
MTNet

(航港單一窗口服

務平台)

關港貿單一窗口 (入口網)

單一簽入管理服務

網際網路資訊查詢服務網際網路申辦服務

N2N跨境資料交換服務稅規費電子支付服務

B2G訊息申辦介接服務 G2G會辦訊息介接服務

G2G資料查證介接服務 G2G資料交換介接服務

台灣銀行

內政部

(移民署、戶政司)

經濟部(商業司)

(簽審機關及
gateway介接機關)

科管局、原能會
農委會、環保署

衛生署、貿易局

標檢局、防檢局

能源局、國庫署

食藥局、民航局

通傳會、工業局

智財局、生技園區

加工出口區

財政資訊中心

刑事警察局

台灣銀行

法務部

e政府平台

中央資
料庫

 

圖 5 「關港貿單一窗口」服務架構圖 
 

五、「關港貿單一窗口」中央資料庫 

中央資料庫可謂「關港貿單一窗口」運作核心，將整合進、出、轉口貨物

通關、簽審至放行之全程與歷史資訊及航港、商工登記、貿易統計等資訊，建

立進出口中央資料庫與高智慧、高效率商品資料倉儲機制，提供機關、業者、

民眾或學術研究機構快速便捷之商品統計資料查詢服務，做為政府施政參考及

民間加值運用，提升經貿競爭優勢並奠立國際貿易安全管控根基(應用示意圖如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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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關港貿單一窗口」中央資料庫應用示意圖 

六、「關港貿單一窗口」系統架構 

整體系統係由入口網、網際網路應用系統、資訊交換服務系統、共用服務

平台及資訊交換平台所構成。入口網提供機關、業者及民眾使用各項服務與資

訊之單一入口；網際網路應用系統提供多元之整合性 B2G 進出口線上申辦及查

詢服務，達成「一處輸入，全程服務」；資訊交換服務系統提供各類 G2G 會辦、

查證及資料交換，達成跨機關資訊彙集與共享；共用服務平台用以提供認證授

權、目錄註冊、流程整合、監控、紀錄及稽核統計等管理服務；資訊交換平台

則提供資訊交換服務所需之介接管理、訊息收送、存證驗證、簽章、資訊轉換、

交易夥伴管理等基礎服務(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7)。 

進出口商品
統計分析

核准資料查詢

決策分析

進出口運輸統
計分析

跨國貨物及貿易
統計分析

G2G資料交換

G2G會辦與查證

商工登記查證

雲端化申辦

網際網路查詢

網際網路申辦

貨櫃物動態查詢

通關簽審訊息申辦

運籌管理
跨境資料交換

快速的查詢服務

政府機關
民間業者

研究機構
一般民眾

豐富的查詢內容 多樣化的查詢結果 彈性的查詢方式

貿易簽審資料

轉運轉口資料

商工登記資料

G2G交換資料

貿易統計資料 經貿訊息資料

跨境貨物資料

航港貨運資料

G2G會辦查證資料進出口通關資料

存證資料庫
網際網路資料庫

商品資料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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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關港貿單一窗口」系統架構圖1 

七、「關港貿單一窗口」發展規劃 

對於未來「關港貿單一窗口」上線後的長遠發展，關務署已擬定策略，將

採「階段發展，逐步演進」方式，依初、中、長期循序推動。上線初期(102-105

年)以提供 B2G、G2B、G2G 及 N2N 進出口整合服務為主；中期(105-108 年)將廣

泛發展各類 B2G、G2B 及 G2G 多元加值服務，並針對後續營運展開細部規劃；

長期(108 年之後)預將委由優質民間業者營運，拓展服務深度與廣度，延伸至

B2B 服務，朝向轉型為「經貿單一窗口」邁進(長遠發展規劃如圖 8)。 

                                                      
註

1
 ：關稅總局（102 年起改制為關務署）「關港貿單一窗口系統分析書(III)」（101 年 5 月 V2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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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關港貿單一窗口」長遠發展規劃 

八、「關港貿單一窗口」實施效益 

「關港貿單一窗口」上線後，初期可提供「一次申辦，全程服務」優質進

出口資訊環境，具體改善通關作業程序、整合機關資訊資源、提升行政效能、

強化便民效益並促進跨境接軌業務；長期可支援產業發展、帶動進出口環境升

級、提升經貿競爭力並奠立臺灣成為全球重要貿易運籌樞紐之基石。就量化效

益而言，推估每年將可節省政府經費約新臺幣 7 億 2 千萬元、企業成本約 8 億

6 千萬元，總計節省約 15 億 8 千萬元之作業成本。整體而言，「關港貿單一窗

口」之實施，對我國經貿環境發展影響深遠且效益顯著。 

圖 9 「關港貿單一窗口」實施效益 

階段發展、逐步演進

保固維護期，維護費由原建置契約價金支應
提供G2B、G2G及N2N進出口整合服務
配合業務需要優化服務內容

維運期，維運費由公務預算支應
發展G2B、G2G及N2N加值服務
針對後續長期營運及財務運用展開細部規劃

營運期，委外營運管理，經費自給自足
延伸G2B、G2G 、N2N及B2B加值服務
拓展營運規模並轉型為經貿單一窗口

整合通關、航港及貿易簽審系統
與業務流程，提供進出口服務單
一入口，達成「一處申辦、全程
服務」。

整合進、出、轉口貨櫃物及貿易
統計資訊，便利業者掌握商品動
態並進行物流管理，預估資料查
詢次數每年1000萬次以上。

提供各項B2G進出口申辦、追蹤、
繳費、管理等便捷整合服務，節
省業者申辦作業時間及成本。

每年節省業者申辦成本約8億6千
萬元。

對業者之效益 對機關之效益

建構標準化跨機關、跨境資訊交換
環境，進出口管理機關直接介接並
促進國際資訊合作業務推動。

提供各項G2G跨機關會辦、查證及
資訊交換服務，達成資訊共享共用，
提升業務執行效率、進出口管理效
能及決策分析能力。

制定符合WCO及UN/CEFACT標準
之關港貿資料項目集(Data Sets) 、
作業代碼與訊息建置指引(MIG)，
提升經貿資訊交換水準並促進國際
接軌。

每年節省政府經費約7億2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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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際間單一窗口推動現況及「關港貿單一窗口」長遠發展建議 

一、國際間單一窗口推動現況 

隨著貿易活動持續快速全球化之趨勢，國際間對於貿易便捷與安全之需求

日益迫切，而建立單一窗口作為境內基礎設施及跨境對談與合作基準，藉此發

展便捷與安全措施，已成為國際關務及貿易領域關注焦點與推動主流。 

近年世界關務組織(WCO)、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及亞太經濟合作

(APEC)等主要國際組織，持續提出單一窗口建置、調和、法規與跨境合作等構

面相關國際標準、建議、指引及案例研究供各國實施參照，並積極舉辦研討會

促進各國經驗分享與交流，藉以落實單一窗口能力建構。就實施現況部分，根

據近年來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 WCO 等國際組織調查顯示，目前全球實施單

一窗口國家多數集中於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地區且多為開發中國家，多數已

開發國家及歐盟國家則尚未導入單一窗口。 

在全球地區，根據去(2012)年 10 月 World Bank 公布之最新 2013 全球經商

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3)，目前全球實施單一窗口之經濟體計有 71 個；惟

據國際研討會資料及國外文獻顯示，不少國家(如歐盟及非洲國家)所謂已建置

之單一窗口，或僅為通關自動化系統附加部分跨機關或跨境資料交換，或僅為

局部功能單一窗口(如：通關單一窗口或港埠單一窗口)，確實符合 WCO 與

UN/CEFACT 定義－連結進出口相關政府機關之國家單一窗口(NSW)者仍屬少數。 

在亞太地區，根據 2010 年台灣海關與日本海關共同發表的單一窗口建置

情形調查報告(「Single Window Report - Working To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W in the APEC Economie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operability」)，21 個經濟體中有

13 個已實施單一窗口，如：新加坡(1989)、香港(1997)、日本(2003)、韓國(2003)

及東協(ASEAN)等國，其中尤以新加坡及韓國之推動成果最為顯著。此外，東協

刻正推動全球首例區域型單一窗口(Regional SW, RSW)－東協單一窗口(ASEAN 

Single Window)，目的在連結會員國單一窗口以強化區域合作。 

二、「關港貿單一窗口」長遠發展建議 

綜觀「關港貿單一窗口」整體架構與服務範疇，相較於其他國家單一窗口

建置內容，實謂相當完備而先進，其切合 WCO 與 UN/CEFACT 倡議，具備了單

一入口點、資料調和、流程整合及進出口管理資料分享與交換等重要元素，除

可帶動國內進出口效率與管理效能提升及成本減省，並可做為未來擴展境內

G2B、G2G 服務及實施跨境 N2N 資訊交換之國際化、標準化基礎，乃我國推動

貿易便捷與跨境合作之碁石。 

而放眼國際，貿易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已成趨勢，建置單一窗口、強化

跨境合作與資訊交換之浪潮方興未艾，值此之際，與我國同為貿易導向之韓國、

新加坡、日本及東協各國均已積極因應並展現成果，台灣有必要加速國際化腳

步，積極推廣我國「關港貿單一窗口」並尋求跨境合作與進出口貿易資訊交換

之契機，俾於區域競爭中維持經濟利益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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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就「關港貿單一窗口」長遠策略發展臚列建議如下： 

(一)擴大與其他政府機關(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 OGAs)連結 

未來建議參考新加坡及韓國等國家成功案例，以建置階段成果與經驗為

基礎，由政府較高層決策機關(如部會層級甚或院層級)強力主導，藉以獲取

充沛政策承諾與資源，推動更多通關、港埠與貿易簽審機關間核心申辦業務

流程與申辦管理系統之實質整合，達成全面性進出口申辦與管理程序簡化，

創造更高經濟效益與與競爭優勢。 

(二)延伸至與貿易業者間連結 

長期階段，關務署預將採用 PPP 模式導入民間資源進行「關港貿單一窗

口」營運管理並延伸至 B2B 服務，此乃考量長期公務預算編列困難，並呼應

上位計畫「優質經貿網絡」所擘劃之藍圖，結合「關港貿單一窗口」與「貿

易金融」、「保險與國際再保」等貿易流程，達成轉型為「經貿單一窗口」及

支援產業經貿發展之目的。 

其實務面作法，建議可參考新加坡與韓國之實例，於國家單一窗口(新

加坡單一窗口為 TradeNet，由官方主導並採 PPP 模式建置營運；韓國單一窗

口為 UNI-PASS 內含之系統模組，由政府出資建置營運)外，設置貿易物流平

台(新加坡貿易平台為 TradeXchange，由官方主導並採 PPP 模式建置營運；

韓國貿易平台為 uTrade-Hub，由民間公司 KTNET 自營自足)，藉由單一窗口

與貿易物流平台之連結與必要資訊交換，達成公私夥伴合作，並促進機關與

業者對於進出口資訊之掌控管理與運籌決策。 

(三)延伸至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海關連結 

積極因應貿易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強化「關港貿單一窗口」與同為

貿易導向之韓國、新加坡、日本等 APEC 各國單一窗口及東協區域單一窗口

之跨境協同合作與進出口貿易資訊交換，俾於區域競爭中維持經濟利益與優

勢，並促進亞太地區地區貿易供應鏈便捷與安全。 

(四)延伸至與全球各地區國家海關連結 

由區域整合邁向全球鏈結，推動「關港貿單一窗口」與歐洲、美洲、非

洲、中東等亞太之外地區國家單一窗口或區域單一窗口之跨區連結與資訊交

換， 落實 WCO「21 世紀的海關(Customs in the 21st Century)」所揭櫫之建構

全球關務網絡(Globally networked Customs，GNC)與促進跨境管理合作倡議，

推動全球物流管理，建立進、出口國連結與資訊交換，進、出口資訊相互比

對勾稽，實現全球貿易供應鏈流程全程管控追蹤，促進全球貿易便捷與安全。 

（本文由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設計師 何錦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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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虛擬化 

●臺灣土地銀行「導入虛擬化系統平台」經驗分享 

壹、前言 

臺灣土地銀行(以下簡稱本行)為配合各項業務推展，不斷建置開發各資訊作業平

台，每增加一項資訊服務，則需要購置新的伺服主機，提供該項服務的硬體設備使

用，資訊單位逐漸面臨大量伺服主機維護、電力消耗、機房空間、冷氣空調等管理

問題及其所衍生龐大營運成本。 

有鑒於此，本行於民國 94 年即於測試環境導入伺服主機虛擬化技術，99 年開始

規劃將正式環境導入虛擬化系統平台，迄今已有約 560 台以上的虛擬機器(VM)於此

平台內運作，未來將規劃陸續將現有硬體設備已屆年限之資訊系統導入虛擬化系統

平台，以期能夠有效減少本行伺服器數量，降低機房電力及冷氣的使用量，節省機

房使用空間，並響應政府所提倡的節能減碳政策。 

貳、現況說明 

本行使用 VMWare ESX 4.1 版本佈署伺服主機虛擬化平台，此平台分為三個環

境，分別為正式環境、異地備援環境及測試環境(含壓力測試環境)。 

一、 正式環境 

主要提供正式環境營運使用，目前有 16 台虛擬伺服主機，其上運作約有 180

台虛擬機器，分為二個獨立運作之虛擬化群組，每個獨立運作虛擬化群組具有 8

台實體虛擬伺服主機，當其中一虛擬化群組異常時不影響另一群組運作，每個虛

擬化群組具備容錯架構(High Availability, HA)，可容許 1 台實體主機毀損，當群組

內其中 1 台虛擬伺服主機故障時，於其上運作之虛擬機器可自動移轉至其他虛擬

伺服主機繼續運作。 

二、 異地備援環境 

主要係提供本行異地備援之用，避免因正式環境機房毀損而影響業務之運

作，其承載範圍為正式環境之重要虛擬機器備援使用。此環境建置一獨立運作之

虛擬化群組，具有 4 台實體虛擬伺服主機，其上運作約 20 台虛擬機器，如同正式

環境般，虛擬化群組具備容錯架構，可容許 1 台實體主機毀損，即當群組內其中

1 台虛擬伺服主機故障時，於其上運作之虛擬機器可自動移轉。 

三、 測試環境(含壓力測試環境) 

測試環境主要係提供系統於導入正式環境前各項資訊服務開發、測試及驗證

結果使用。而壓力測試環境為提供新系統在正式運作前壓力測試用，從壓力測試

的結果得知未來上線後需配置多少虛擬資源(如 CPU、MEMORY)才能維持業務運

作。測試環境因為測試使用不須備援架構，為各自獨立運作之虛擬伺服主機，每

台虛擬伺服主機可執行多台虛擬機器，平均分配於虛擬伺服主機中，虛擬機器可

依需求移轉至其他虛擬伺服主機運作，目前配置有 15 台實體虛擬伺服主機，其上

運作約 360 台虛擬機運轉提供各項資訊服務開發測試驗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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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導入歷程 

一、 民國 99 年 

本行於民國 99 年以前，虛擬化系統平台僅運用於測試環境上，主要提供各系

統進行測試之用，惟當時虛擬化技術仍未純熟，資源調配上經常出現不足的情形，

造成使用者普遍對虛擬化信心不足。因此於民國 99 年推動導入正式環境虛擬化系

統平台時，多數使用者為怕影響資訊服務品質，大多表示不願意使用虛擬化系統

平台，僅少數不重要系統導入至虛擬化系統平台運作。 

此階段規劃虛擬化系統平台之時，正式環境配置 2 台虛擬伺服主機，設定為

虛擬化群組，如其中一台虛擬伺服主機損毀時，其上運作之虛擬機器會自動搬移

至另一台虛擬伺服主機上；異地備援環境則配置 4 台虛擬伺服主機，主要提供各

系統備援之用，並搭配本行的資料遠端同步機制(SRDF:Symmetrix Remote Data 

Facility)，將正式環境資料庫資料同步至異地備援環境，提供關鍵系統資料庫備援

機制。此外，因本行網段眾多，實體主機上掛載了多張網路卡以區分不同的網段，

各系統再依實際使用之網段，透過虛擬交換器(vSwitch)連接至實體網路。 

二、 民國 100 年 

民國 100 年起，本行開始大量將現行運作之系統導入虛擬化系統平台，為提

高虛擬化的效能及穩定性，將現有的環境(包含正式環境及異地備援環境)由原本的

VMWare ESX 3.5 版本升級為 VMWare ESX 4.1 版本，正式環境原有的架構調整為兩

個虛擬化群組，各群組內各有 4 台虛擬伺服主機，同時設定具備容錯架構。每台

虛擬伺服主機可執行數台虛擬機器，其配置方式為依負載平均分配於虛擬伺服主

機中；虛擬機器採 NLB 或叢集(Cluster)架構者，可分散配置於不同之虛擬化群組，

以增加系統可靠性。 

除此之外，此階段重大的改變，是將本行現行虛擬伺服主機使用之網路設備，

由 1G 的線路提升為 10G 設備，並透過與 CISCO 的 Nexus 1010 結合，將原有使用

之虛擬交換器改為分散式虛擬交換器(vDS)，由 Nexus 1010 統一控管虛擬化系統平

台上之網路相關設定，各網段透過設定 VLAN，讓原本掛載多張網路卡的虛擬伺服

主機，統一由 10G 網路卡連接至實體網路，並隨著本行台北電腦中心至彰化備援

中心 DWDM 光纖網路建置完成，使正式環境及異地備援環境透通為區域網路，將

異地備援環境調整為與正式環境相同網段。建置完成後，遂安排將屆汰換年限及

評估可納入虛擬化系統平台的實體主機，逐轉換為虛擬機器(P2V)。 

三、 民國 101 年 

虛擬化群組內的虛擬伺服主機由原本的 4 台虛擬伺服主機擴增為 8 台，正式

環境共有 16 台虛擬伺服主機；為提供安全及高可用性虛擬化系統平台的管理介面

VMWare vCenter，導入使用 vCenter Heartbeat 軟體，將 vCenter 提升為具有備援機

制的架構，如運作之 vCenter 發生毀損時，可切換至備用 vCenter 繼續正常運作。 

此階段亦將異地備援環境提升為 10G 網路架構，並將虛擬化系統平台儲存空

間移轉至虛擬化儲存設備(EMC VPLEX)上，透過虛擬化儲存設備同步至本地及異地

端的機制，提供虛擬化系統平台更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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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來規劃 

藉由本行已建置完成之高密度分波多工器系統(DWDM)及虛擬化儲存設備

(EMC VPLEX)，規劃建置正式環境跨兩地的虛擬化群組，群組內的虛擬伺服主機將

分別置於台北及異地備援中心，使其可在同一虛擬化群組間互為備援，並規劃將

本行關鍵性系統，如網路銀行等，由實體主機轉為虛擬機器，將多台應用系統分

別置於正式及異地備援環境中，使其達到備援的機制。 

隨著 VMWare 推出的新版本 VMWare ESXi 5.0，本行亦將規劃時程進行正式環

境升級，以提供更佳的容錯管理機制。 

肆、集中管理 

本行各環境虛擬機器眾多，為能有效管理，目前採用的管理平台及方式如下： 

一、 VMWare vCenter 

透過 VMWare vCenter 能夠統一管理所有的虛擬伺服主機，及其上所有虛擬機

器，並可透過 vCenter 內權限設定機制，讓不同的使用者擁有不同的權限。VCenter

本身具有容錯架構機制，提高了可用性及安全性。本行甚至利用 vCenter 內建的

Alarms，當虛擬伺服主機或虛擬器出現異常時，主動寄送通知信給予管理者，能

夠即時掌握錯誤發生的原因，及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使系統恢復正常。 

二、 建立 template 範本 

透過 vCenter 統一管理，可建立所謂的 template 範本檔。範本檔主要將一些

常用的作業系統及設定先行安裝成虛擬機器，當有虛擬機器申請需求時，可直接

透過部署 template 範本，來建立一台新的虛擬機器，免去安裝作業系統的時間。 

三、 vDS 

本行虛擬化系統平台與 Nexus 1010 結合，使網路設定部分統一由分散式交換

器(vDS)設定，以往使用虛擬交換器(vSwitch)時，在增加虛擬伺服主機必須針對每

一台新增虛擬交換器(vSwitch)，並逐一設定 Port Group 等網路設定，萬一設定錯

誤，則會讓虛擬機器網路無法正常運作，甚至無法進行 vMotion 的動作；而藉由

分散式交換器(vDS)後，管理時僅需要將虛擬伺服主機加入分散式交換器(vDS)控

管，便可直接套用設定，不僅減少設定上花費的時間，更可以避免設定上的錯誤。 

伍、結語 

就現階段看來，雖然本行導入虛擬化平台系統略有成效，未來仍期盼能夠朝

提供虛擬化平台上各項資訊服務營運不中斷目標前進。而隨著虛擬化技術的不斷

進步，在效能及管理上更臻成熟，如何有效的利用資源，規劃出更適合本行的虛

擬化系統平台，為本行持續努力的目標。謹以本文分享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本文由臺灣土地銀行業務處理科開放系統組高級辦事員 丁序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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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導入自由軟體作業—以 OpenOffice.org導入為例 

距今約 20 年前，網際網路的蓬勃興起消除了距離障礙，變成創意發想的平臺，

自由軟體的運動也在這個時候開始燃起星火，倡導軟體要有能修改、取得原始碼的

自由。然而當時多數的軟體使用者並不了解為何需要這樣的自由，更不認為有任何

自由能被軟體限制。另一方面，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因為其英文命名及常供免費

使用，使人誤認自由軟體就是倡導免費。這些想法阻礙了自由軟體在商業應用上的

發展，更忽略它強調自由的精神。 

今日許多資訊的取得幾乎無不依賴電腦軟體，隨著智慧型手機的盛行，軟體已

經從辦公室隔間滲入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常人一天的生活離不開電腦軟體，甚至

還因為軟體的使用改變了生活習慣，軟體的使用已經如同呼吸。無論使用軟體的理

由為何，絕大多數人，面對軟體彆腳的地方只能望門興嘆。許多人認為，修改軟體

只能憑藉工程師，使用者是毫無力量的。但對軟體工程師來說，要修改沒有原始碼

的軟體也是巨大的工程，因為軟體不開放原始碼，對其內部就缺乏認識難以修改。

而一旦形成使用的習慣，就只能忍受開發商或代理商的予取予求而毫無其他選擇。

另一方面，軟體公司本於商業競爭策略，可以透過加強售後服務，開發更完善的功

能來阻止使用者跳槽使用別的軟體，然而這些投入都需要投入資本。但只要不開放

原始碼，限制使用的格式，並且阻止使用者修改，一樣能阻止使用者轉換而且這種

策略的成本更加低廉。於是，我們逐漸發現，20 年前，自由軟體的發起者慧眼洞見

的，正是封閉軟體(指不開放原始碼的軟體)對於人類自由選擇軟體使用、修改的限制。 

壹、 導入自由軟體的動機 

封閉軟體市場的壯大，正彰顯軟體被少數公司所把持的事實，而市場逐漸喪失

多樣性的同時也意味使用者逐漸缺乏選擇的自由。當組織面對封閉軟體授權費逐漸

高漲，或是開發廠商不願意針對需求修改程式，封閉軟體的限制就顯露出來。因為

封閉軟體一旦升級，儘管可能並非重大的升級轉換，組織都被迫必須付出升級的權

利金，還會因為新舊人機界面的不一致，或是軟體設計概念不同等帶來轉換以及新

的維運成本。反觀使用自由軟體，若以文書處理軟體而言，因為原始碼及開放文件

格式，可以不需要受制於軟體改版，因為支援開放格式的軟體通常不會僅此一家，

不必擔心受制於單一開發商，或因為使用軟體未來採取高昂的售價或授權而失去選

擇的自由。而資料本身也可以在多種文件格式中轉移，不必限定在少數的文件格式，

使資料和文件格式得以鬆綁。資訊系統也不再因為文件格式而必須限定使用者安裝

某些軟體。這個得以主動選擇、避免被壟斷的自由，正是採用自由軟體與開放 

政府機關應該推動自由軟體，帶動自由軟體市場。公務機關不僅為人民服務，

其一舉一動皆為國家的指標，無論作為或不作為，都代表政府機關對於某項事務的

看法或選擇。行政院規劃在未來 4 年內投入 70 億打造政府雲，並從「先軟後硬」

等原則就可看出公務機關在軟體開發、使用、維運費用之龐大。公務機關花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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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的稅金，就有責任去思考如何花費不但能滿足為民服務的效率，也能帶出其他

良好的「副作用」。誠如行政院張政務委員善政所言：「帶動資通訊科技產業發展，

每一個部會都有責任，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很大的需求者。」由於需求龐大就同等反

映出投入的資金。因此公務機關的選擇就會左右我國產業的發展。我國制定公平交

易法的目的就在於保障公平競爭以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然而公務機關在採購軟

體或開發上，卻常侷限於部分軟體或部分公司所開發的元件。即便縱有競爭，決定

軟體使用和定價的權力依舊掌握在極少數的軟體公司手中。為避免市場上被少數軟

體公司壟斷，公務機關當將自由軟體納入軟體採購、使用之方案中，以資金投入表

現出公務機關的選擇，進而帶動我國資通訊科技產業發展，促進真實的良性競爭。 

財政資訊中心與五地區國稅局(以下簡稱財稅機關)由於面臨舊有文書處理軟體

升級所帶來的龐大授權費用，加上升級後的軟體界面與過去相差甚多，同仁一樣得

面對軟體轉換所帶來的學習等轉換成本，因此本於創造價值及為國家節省經費的精

神，在考量導入自由軟體的長遠效益之後，就形成財稅機關導入自由軟體的契機。 

貳、 導入自由軟體對組織的挑戰與解決方法 

導入自由軟體之所以困難，在於考慮軟體的轉換成本。然而轉換成本並非自由

軟體所獨有，而是針對任何業務，只要不是沿用舊有軟體，都必然形成轉換成本。

自由軟體雖然倡導自由，但也不是免費的午餐。短期來看，導入自由軟體不易形成

讓人轉換之動機，例如必須學習適應才能順暢使用，以及過去的業務方式可能會需

要改變或受到影響等等。更重要的是，公務人員業務繁重，往往沿襲過去的作法來

執行業務，一旦作業方式改變就會加重現有負擔。財政資訊中心在推動導入 

OpenOffice.org的初期，同樣遭遇到反對的意見：為什麼要改變處理文書作業的習慣？

或者有認為公務機關並不適合使用自由軟體。前者所持之意見乃基於導入的執行

面，因為改變使用者習慣勢必增加作業負擔，而且，為了改變使用者習慣所衍生之

例如教育訓練、軟體佈建、維運等轉換成本，都形成導入自由軟體的門檻。後者則

著眼於公務機關本於為民服務，應考慮服務的效率，轉換軟體的初期勢必會降低服

務的效率。加上公務機關人員對於自由軟體熟悉程度並不如已經在使用的商用軟

體，而國內又欠缺自由軟體的市場需求，軟體公司多不願意投入人力資金開發，造

成能維運、管理自由軟體的人員匱乏。這些因素導致公務機關即便想要導入自由軟

體，也欠缺有能力的廠商輔導協助。而這些預期心理作用之下，公務機關使用軟體

的選擇就逐漸被限制，最終形成一種定期支付給特定軟體公司的「稅」。 

公務機關需要改變畏難怕錯之心態，審慎評估導入自由軟體的效益。如同馬   

總統在元旦文告上公開宣示公務人員應該要改變「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心態，

而要有「多做多對、少做少對」的態度。雖然就推動自由軟體導入的轉換成本而言，

使用者的教育訓練或是業務的改變並不會因為現在或是之後改變而有太大差別。然

而，政府機關每晚一年導入自由軟體，我國資訊產業在自由軟體的發展就會晚一年

開始。而這些佔市場主導地位的軟體公司就更能深入每個政府機關的資訊系統，使

這些資訊系統越來越難擺脫被限制的地位。現在不做，以後就會後悔，我國只會落

後他國更多。在國外，尤其是歐盟國家，OpenOffice.org這類文書處理的自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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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部門都已有相當成功的範例，如法國憲兵部、國家家庭補助局、丹麥哥本哈根

地區的醫院，以及荷蘭司法部導入的規模都在萬人以上。歐盟執行委員會更進一步

希望文件未來朝向標準、公開的格式，並在文件使用上制定相關的規範，例如無需

修改的文件採用 PDF或 PDF/A，而對於要修改的文件就採用 ODF或 OOXML。因此

公部門導入自由軟體只要在嚴謹的規劃下，就可以創造機會，差別只在公部門是否

有決心毅力要導入自由軟體，是否能夠養出使用自由軟體的文化。 

自由軟體的導入策略應從時間、空間、心理、業務、文化五大層面多頭進行，

架構堅實的使用習慣與文化。因為對於不常接觸自由軟體的使用者來說，自由軟體

的操作或介面上可能與習慣不同，而使用者習慣又受多種因素左右。導入自由軟體

若要收效，在執行面上必須要能可長可久，因此推動策略上就必須覺察各方面的差

異性進行調整。就財稅機關導入 OpenOffice.org作為文書處理軟體的經驗，使用者因

長期使用養成習慣，而使用者何以使用某種軟體又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因此必須考

慮空間因素，也就是環境氛圍。而一旦使用者養成習慣，就容易對其他軟體使用產

生排他性，故而心理層面也必須要克服。另外，公務機關如果在業務上因為轉換到

自由軟體而造成嚴重的執行障礙，也會影響自由軟體的推動。自由軟體的推動如果

只是一時一地，不能久長，則使用者也會很容易因為環境缺乏使用文化，而又走回

封閉格式軟體的老路。因此策略上必須考量時間、空間、心理等因素，還必須納入

業務、文化等共五大層面，擬訂相關措施，讓自由軟體在公務機關普及應用。 

導入自由軟體在時間層次上須有時程規劃，循序漸進，不宜操之過急，要求一

步到位。在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及五地區國稅局共同導入自由軟體OpenOffice.org，

並不要求瞬間就能替換原有的文書處理軟體Mircrosoft Office，而是透過先行的宣導 

OpenOffice.org，從並行使用Microsoft Office與OpenOffice.org，到限縮使用Microsoft 

Office，到最後逐步減縮對封閉格式軟體的使用，達到減量使用的成效。在宣導期和

並行使用期間，開辦OpenOffice.org教育訓練，培養同仁使用能力。教育訓練除安排

實體課程外，尚提供數位網路課程，並開放數位課程下載，讓學習管道多元化，讓

同仁在學習資源上不虞匱乏。另外，針對軟體操作可能不熟悉或是使用上的疑義，

可能會隨著學習時間或能力而有所不同，故在整個導入過程中，皆設置種子人員、

電話諮詢專線，並提供諮詢網站供同仁詢問，讓同仁在使用上的疑問能夠即時得到

解決。在限縮使用期間方面，則逐步限縮可使用封閉格式文件的範圍，如內部流通

文件限定使用開放文件格式(Open Document Format, ODF)，限定專屬格式的封閉軟體

只有特定條件下使用，限制封閉軟體的使用範圍和時機。故而在時間層次的策略就

是一方面誘引使用者使用自由軟體，提出多種利於使用者的方案。例如，同仁在處

理文書作業時，過去的作法因為欠缺文書排版的概念而缺乏效率，因此在導入期間，

可以利用OpenOffice.org的功能，協助同仁改善文書處理的效率，進而激發同仁使用 

OpenOffice.org的意願。另一方面減少使用者使用封閉格式軟體的機會。依據在財政

資訊中心開辦教育訓練的經驗中得知，鮮少同仁有接受過文書排版的訓練，這也造

成同仁在使用文書處理軟體時，多採取土法煉鋼：只要樣子相仿，並不在意是否有

利用了文書排版的功能。然而一旦了解文書排版的概念，同仁可在不同的文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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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間輕鬆轉換。因此同仁可以在這樣的時程規劃裡，習得文書排版的能力，逐步

擺脫對特定文書軟體的需求。這些相關的配套措施循序漸進，就能在推動的過程中，

讓使用者從抗拒到勉強接受，進而讓使用者願意主動使用、主動學習自由軟體的文

化，才能讓自由軟體在公務機關普及。 

公務機關內導入自由軟體的施行範圍應在導入阻力與使用文化之間取得平衡，

創造使用氛圍，並應有主管的全力支持。無論是在公務機關或是私人公司，任何的

政策推行，如果沒有高階主管的表態支持，政策就容易成口號標語。因此政策施行

之先，主管的支持及賦予資源推行，是一項政策能否開展的第一步，這就是空間上，

也就是公務機關的環境上，應先要有的氛圍。在管理階層能夠取得一致共識願意支

持自由軟體下，就可考慮導入的範圍。以導入OpenOffice.org為例，雖然少數地方的

公務機關也曾經推行導入過OpenOffice.org，然而部分機關因為擔心導入時阻力過

大，或考慮轉換成本、影響業務等種種因素，因此僅在機關內人數較少的單位試行。

雖然在人數較少的單位推行，受到的阻力較少，然而同機關的單位之間經常有文件

交換，即便導入單位願意使用自由軟體，一旦主事者離開或是人員異動，使用自由

軟體的熱度很容易就會散失，無法積聚成能持續推動的力量。 

因此以一個獨立機關做為推動的基本單位是較為適宜的。這也是其他地方機

關，如宜蘭縣政府能夠順利導入的原因之一。有鑑於此，財政資訊中心蘇主任俊榮

除多次在各公開會議宣傳導入之決心，並要求同仁使用ODF格式外，五地區國稅局首

長或高階主管亦都親自參加各次導入說明會，向同仁展現管理階層導入的決心，凝

聚推動導入的力量，創造使用OpenOffice.org的氛圍。 

轉換期間使用者的抗拒心理多與業務相關，應考慮業務差異性進行輔導協助。

管理階層的支持固然重要，然而若轉換影響業務層面過巨，亦難以推行成功。各單

位基於不同業務所產生的獨特需求，難以透過基礎教育訓練得到滿足。為解決業務

上的特殊需求，在導入 OpenOffice.org期間，於財稅機關各單位內約 20人就會選任

種子人員一名，在經相當訓練後，在單位內就近輔導使用者，以「在地人」解決「在

地化」需求，降低使用者因不習慣所產生的反抗心理。種子人員也可透過各種諮詢

管道取得解答，或藉由不定期的研討會議，交流心得，增強推動的力道，甚至可以

針對業務開辦特殊化教育訓練，以業務問題為導向，讓同仁馬上學習，馬上適用。

透過管理階層及種子人員的示範使用，讓使用的文化能夠逐步成形。 

導入自由軟體需要長期耕耘，培養使用文化。有些自由軟體的導入效益可能不

是即時可以收成。以導入OpenOffice.org為例，雖然導入後財稅機關購買Microsoft 

Office的數量減少，但必須要能長久持續才能真正起到為國家節省經費、為產業開創

機會的效果。在導入時雖然有賴管理階層及種子人員的領頭作用，但真正導入後，

效果的持續卻必須有賴於制度的設計以及文化的培養，因為公務機關的人員甚而主

管都會流動，只有制度才會長久持續。為避免人去政息，導入成效曇花一現，財稅

機關在導入時，於制度設計上已將OpenOffice.org導入作業列為考核項目，冀望藉由

管考層面監督，讓自由軟體的使用制度化，再憑藉制度養出可長可久的使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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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導入自由軟體的優缺點 

自由軟體之所以於公務機關不易成為在軟體採購、使用的選項之一，常著眼於

軟體轉換所產生的各項成本，這些成本包含：宣導使用、開辦教育訓練及相關諮詢

措施建置，以及同仁因為轉換所額外必須花費的時間及學習成本，甚至額外的制度

設計所衍生的管考成本。此外，維運與管理人員的培育成本也應該納入考量。再者，

如果導入的自由軟體會影響資料文件交換，對於與外機關或民眾交換文件所帶來的

衝擊也需要轉換或重製的成本。以財稅機關進行的文件分析就發現，在Microsoft 

Office格式轉換到些成本後，公務機關很容易就會發現不轉換對於機關才是相對成本

較低的選擇。再加上使用者習慣改變不易的預期心態，都是公務機關不願意採用自

由軟體的原因，也就形成自由軟體在推動上的困難點，或許也可稱為「缺點」。 

然而一旦把時間的尺度拉長，自由軟體與封閉格式軟體耗費的成本就會反轉。

由於自由軟體開放原始碼，在維運上就不需要指定特定廠商，招標時可要求承包商

必須要在現有原始碼的基礎上開發新功能或修正舊有問題。得標廠商也無法以欠缺

原始碼為理由，要求公務機關重覆購買具有同樣功能的軟體，公務機關更不會被迫

使用得標廠商建議使用的新軟體，或因為不定期的升級而支付大量的成本。而由於

公務機關使用自由軟體的帶頭示範作用，也可以激發國內廠商投入自由軟體市場的

意願，增加我國軟體市場的多樣性，增加使用者軟體使用的自由度。 

肆、 結論與建議 

導入自由軟體對於慣常使用封閉軟體的民間企業或是公務機關是不小的挑戰。

不了解自由軟體的使用者又經常陷入一種思維，認為不要錢的東西比較差。而許多

大公司在伺服器端使用的系統常是開放原始碼的作業系統—Linux，網頁伺服器更是

常見的另一自由軟體—Apache httpd。這些均可佐證自由軟體即便不要錢也一樣穩

定、充滿效率。導入自由軟體的關鍵在於使用的習慣需要改變，一旦使用習慣改變，

即便一般使用者缺乏能力修改軟體，仍可透過使用或購買的行為，改變軟體市場的

版圖，讓更多廠商願意投入自由軟體開發。就財稅機關導入OpenOffice.org的經驗顯

示，導入作業需要主管支持，相關配套措施也必須詳細規劃。導入前，除需詳細清

查業務需求，也需研究研究導入軟體與現有軟體之差異，並評估其衝擊及影響層面，

根據可能遭遇的阻礙，在時間、空間、心理、業務、文化等各種層面予以解決。 

有意願導入自由軟體的組織，如果在資源、人力上有所不足時，可以先從影響

業務較小，或較不關鍵的軟體使用開始，逐步替換辦公室內的封閉軟體。或是從處

理資料的層面著手，將部分電腦內的軟體轉換到自由軟體，或是減少封閉軟體的使

用。舉財政資訊中心為例，對於同仁共用對外查詢資料的電腦，就不需要安裝封閉

軟體，而可逕用自由軟體，減少封閉軟體的使用。 

導入自由軟體需要可長可久的規劃，在立足於長遠，導入自由軟體能使公務機

關在採購、維運上增加選擇的自由，同時可促進商業良性競爭，不會讓軟體市場被

少數軟體公司壟斷，進而達到公平交易的立意。 

(本文由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資通營運組資源管理科助理程式設計師 曾政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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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貨櫃自動化門禁管理系統介紹 

壹、 前言 

｢臺北港貨櫃自動化門禁管理系統｣之建置是遵照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優質

經貿網絡計畫」分工項目中「智慧環境」之「安全智慧化海/空港」子計畫，及關務

署推動之子計畫「貨物移動安全」辦理。基隆港務分公司臺北港營運處(原名為基隆

港務局臺北港分局)於 99 年開始辦理本系統的建置，並於 99 年底完成。在本系統建

置前臺北港貨櫃車進出管制哨係以人工刷取條碼方式管制，車輛必須停等查詢，車

輛通行效率難以應付日與遽增的人、車、物流。有鑑於此，本系統規劃利用先進的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影像辨識、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通訊

技術，搭配攝影機、感測器、RFID 卡片等硬體產品，以快速、便捷、智慧化之思維，

建造免停等以客為尊的貨櫃自動化門禁管理系統。 

貳、 系統架構 

本案建置於臺北港 1 號管制哨，採 2 進 2 出共 4 個自動化貨櫃通行車道，車輛

通行是利用「航商/櫃場登打之 C/N 單(運送單)」、「海關對貨物的放行訊息」、「交通

部 MTNet 港區通行證通用管理系統 RFID 人證資料」，與車輛通行時 RFID 車道單元所

取得之人員訊息、以及 OCR 影像辨識系統對於車牌/貨櫃號碼所辨識的結果加以整合

判斷，作為是否放行之依據，藉此達到人、車、櫃的通行管理與控制。整體系統架

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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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圖 

本系統主要區分為前端管制哨及後端人車櫃系統兩部分，前端管制哨系統包含

即時車輛/貨櫃偵測取像功能(車輛偵測取像功能、貨櫃偵測取像功能)、車號/櫃號 OCR

辨識功能、RFID 資料擷取功能、資料查核比對功能、車輛通行顯示功能、通行存證

功能等六項功能；後端人車櫃系統包含統計查詢子系統功能、異常記錄查詢、門哨

通行、按月彙報子系統功能、系統管理子系統功能等，及櫃動庫資料介接系統功能、

前端管制哨系統介接功能、MTNet 系統介接功能等，整體系統資料作業流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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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自動化門哨管理系統作業流程 

本案資料流架構如圖 3，在資料來源部份，(1)航商櫃場 C/N 單同時傳送至後端

人車櫃資料庫與前端管制哨資料庫；(2)MTNet 通行系統傳送人車證資料至後端再傳

至前端；(3)關貿系統傳送放行訊息至後端再傳至前端，上述三種資料來源將作為前

端管制哨現場即時比對使用。而通行紀錄與異常訊息將回傳後端人車櫃資料庫，提

供人、車、櫃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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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系統資料流架構圖 

參、 系統現況 

一、硬體設備 

(一)管制哨硬體設備：管制哨主要設備有伺服器主機、不斷電系統、辨識主機

顯示設備、影像擷取卡、數位 IO 卡、辨識攝影機、RFID Reader、輔助燈光、

感應線圈、車道紅綠燈號誌、LED 顯示器及發電機等設備。 

(二)人車櫃系統硬體設備：伺服器主機、儲存設備(磁碟陣列)等設備。 

(三)發行通行證硬體設備：RFID TAG 印卡機及 RFID TAG 讀寫器。 

二、系統功能 

(一)不需停等通行機制。 

(二)24 小時運行。 

(三)經過貨櫃車輛 OCR 及 RFID 辦識結果與資料庫整合，完整辨識成功準確率

達 95%以上。 

(四)針對介接系統進行偵測，測試資料轉檔是否正常，如異常以 E-Mail 通知相

關人員。 

(五)車輛通行資料比對重大異常，電話語音自動通知相關人員到站檢查。 

(六)櫃號 OCR、車號 OCR 及 RFID 讀取與比對，皆由程式自動執行完成後，將

結果顯示並將通行紀錄送至後端平臺儲存。 

(七)系統可由進出之紀錄檔進行查詢當時之影像資料含人員、車號、櫃號、放

行訊息及運送單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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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防止因停機造成的損失，資料庫伺服器將配合 Windows Cluster 服務提供

HA 高可用性容錯架構，以達到無間斷的即時服務。 

 三、執行現況 

(一)前端管制哨 

當車輛通過車道時，如圖 4 所示。影像辨識程式會自動辨識車牌與櫃號，並

與現有的資料庫進行比對工作；當車輛比對結果正確無誤時，所有資訊將會以綠

色的方式呈現，如圖 5 所示。當車輛比對結果錯誤時，所有資訊將會以紅色的方

式呈現，以方便人員判別。 

顯示的資訊除了在電腦的資訊外，會透過紅綠燈讓司機了解辨識比對結果，

如圖 6。且透過 LED 顯示看板讓管制哨人員清楚知道辨識比對結果，如圖 7。並

透過蜂鳴器發出聲響讓管制哨員警清楚瞭解異常訊息。 

     

圖 4 車輛通過車道 

              

圖 5 通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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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通行號誌燈顯示圖 

           

圖 7 LED 顯示器顯示圖 

 (二)後端統計查詢系統 

自動化管理系統依人、車、櫃等資料查詢統計相關資料及報表，如圖 8 所

示。也可以針對每台車的通行記錄進行查詢，如圖 9 所示。針對系統比對異常

可利用人工查詢資料比對，如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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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人、車、櫃管理畫面 

        

圖 9 車輛通行查詢畫面 

           

圖 10 異常車輛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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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系統成效 

本系統的建置可提昇港區貨櫃(物)車輛進出門哨管制作業效率與品質、強化進出

門哨之人、車、櫃有效控管、有效的資料存證功能、節能減碳及符合貨物移動安全

要求等特色，茲分幾個面向說明： 

一、縮減進出站時間 

經由電腦資料庫快速比對驗證，有效提昇人、車、櫃(貨)入出港區之安全控管

及流量管理，使每部載貨車輛從停等區至出站，所需時間由原先刷條碼方式 3 分

鐘縮短至 20 秒鐘。 

二、通行存證功能 

系統每判斷完一筆車輛通行資料後，不論放行與否，皆將該筆資料(含車輛出

入站時間、車牌影像、貨櫃號碼影像、車牌及櫃號辨識結果、放行與否等相關資

訊)儲存，俾利日後查詢。 

三、全年無休及港區安全 

貨櫃(物)車輛通行港區查驗登記站以電子資料傳輸驗證，達成二十四小時全年

無休自動化作業，提高碼頭港區查驗登記站通行安全性。採用新科技(RFID)製作

港區人員通行證，並由全國港區人員及車輛通行證申辦的單一平台(MTNet 全國港

區通行證通用系統)擷取最新的人員通行證資料；系統正確與快速資料比對，可有

效防止偽造證件，提升港區門哨通行管制作業綜效與安全控管。 

四、減少人力負擔 

比對若非合法之人、車、櫃資料，主機將該筆異常資料視為警示資料，並驅

動警示聲響，可減輕管制哨內港警作人員負擔，亦可依航商、碼頭、船掛、車道

別等資訊查詢所有進出車輛之詳細歷史資料，並提供本公司及關稅局各類報表。 

五、系統安全 

本案考量港區 24 小時作業特性，規劃提供多種備援機制與應急方案，預防系

統故障影響作業，並能於最短時間內恢復作業。因此本案有三種比對機制，第一

種即 OCR+RFID 機制，第二種利用原有的刷條碼系統當備援，第三種採用人工檢

核機制；除以上三個機制規劃外，本案亦採用備援伺服器等硬體，當系統故障時

能在最短時間內恢復運作。 

伍、 系統發展遭遇之困難 

一、各機關的協調配合 

本系統涉及的單位非常多，計有基隆港務局(組改前單位)的港務組、棧埠處、

港工處、資訊室、業務組及臺北港的相關單位，另有關稅總局、基隆關稅局、基

隆關稅局臺北港辦事處、基隆港警局、基隆港警局臺北港分駐所、關貿公司、臺

北港貨櫃碼頭公司及相關業者等。在溝通協調上需要較長時間。 

二、車輛駕駛的配合 

本系統在實際運作上，最難掌控即是貨車司機，因司機經常替換，因此在系

統宣導上最為困難，尤其本系統所使用的 RFID 人員通行證是需要申請且需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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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在 RFID 人證使用普及率一直是本系統最大障礙，所幸使用 RFID 人員通行證

通的車輛通過門哨較為快速，目前有 70 %以上的貨車司機使用 RFID 人員通行證。 

三、系統的需求 

資訊系統建置常會遇到的另一個難題即是系統之需求，往往在接近系統測試

時，系統使用者才會發現需求，讓系統建置範疇有時很難界定，雖事前有需求訪

談；但仍有遺漏或未考量者，需等測試時才提出。造成只有等系統完成後，再以

擴充項目解決，曠日廢時。 

陸、 結論與展望 

本系統的建置除可讓貨櫃車快速便捷的通過門哨外，也因為它是免停等的辨識

比對方式，因此它除了顯性的優點外，另有一些無形效益： 

一、降低司機危險 

減省貨櫃車輛進出門哨時司機需要下車刷條碼動作，縮短停等及停滯時間且

避免司機來回刷單受檢所造成其他車輛通過門哨碰撞的危險。 

二、節能減碳 

依據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研究顯示，車輛每秒平均消耗 0.246 公克汽

油，每部載貨車輛從停等區至出站，可由原 3 分鐘降為 20 秒鐘，可節省 160 秒，

即可節省 39.36 公克的汽油，且每車次需進出港區各 1 次，故 1 輛車進出港區會節

省 78.72 公克汽油，而 1 公升的汽油約為 730 公克，故 78.72 公克約為 0.1078 公升

汽油；依據環保署「Eco Taiwan 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每公升汽油產生

2.26 公斤二氧化碳，因此節省 0.1078 公升汽油會減少 0.2436 公斤二氧化碳，以 40

萬車次估算，建置 OCR 自動化門哨系統，每輛車次節省 0.2436 公斤碳排放量， 1

年約可節省 9.7 萬 Kg 碳排放量。 

三、提供物流管控資訊 

結合現行在供應鏈管理中運送流程頗具成效之貨櫃(物)動態查核系統，整合各

海空港、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等各管理機關之營運機構、港區事業、港區

貨棧、門哨管理之電腦系統，以跨組織、平台之方式加以統合，建立進出港區貨

物之完整資料，可提供物流管控所需資訊，並供貨況追蹤查核，以加速貨物流通。 

四、提昇國際形象 

提高港口管制作業效率，對於海關押運及查緝走私更具有實質功效，有助於

提昇港區設置績效且提昇國際形象與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五、系統整合提升作業效率 

與關港貿單一窗口、各港口貨物（櫃）管理相關系統、運輸業者車隊管理系

統、內陸貨物(櫃)集散站之倉儲管理系統等結合後，可建立全國之物流管控作業平

台，除能共享資源外，並能達到深耕臺灣、運籌全球目標。 

 (本文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臺北港營運處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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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機關 

●法務部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修正組設科名，自 102 年 1 月 21 日生效： 

一、應用系統科(原第一科)：辦理關於資訊系統規劃、設計與維護事項。 

二、資料管理科(原第二科)：辦理關於資料管理運用與綜合業務事項。 

三、資安維運科(原第三科)：辦理關於網路通訊及資訊設備購置、管理、維護與資訊

安全事項。 

四、電腦偵辦科(原第四科)：辦理關於電腦犯罪防制與偵查事項。 

五、資安鑑識科(原第五科)：辦理關於數位證據保全擷取鑑識分析及舉證事項。 

機關動態-人事 

●行政院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參事蕭秀琴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兼本院資通安全辦公室

主任。 

●立法院 
立法院資訊處副處長秦劍雲調任公報處副處長，公報處副處長郭正明調資訊處

副處長；資訊處高級分析師鄭文娟調預算中心研究員，派資訊處服務；資訊處高級

分析師許錫賓調中南部服務中心編審，資訊處科長高振源調升高級分析師兼科長，

資訊處科長蔡望怡調升高級分析師兼科長，資訊處分析師陳幸俐調升科長，資訊處

設計師田志文調升分析師，派令自 102 年 1 月 18 日生效。 

●財政部國庫署 

原財政部支付處資訊小組，因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於 102 年 1 月 1 日，更名為

財政部國庫署資訊室，主任劉智復，資訊環境管理科科長洪雅芳，應用系統管理科

科長甘醒宇。 

●財政部關務署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洪副處長利昌(組改前)自願退休，副組長職務(組改後)

由臺北關資訊室林主任敏升任，該室主任職務由關務資訊組陳簡任稽核木榮升任，

均自 102 年 1 月 14 日生效。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資訊策略規劃科、進口應用服務科、出口應用服務科、

行政資訊服務科、資通資源管理科及資通基礎建設科科長，職務分別由組改前財政

部關稅總局資料處理處第五科林科長義雄、第二科林科長清和、第三科吳科長培鈺、

第四科張科長維松、第六科呂科長榮東及第七科李科長宗勝調任。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資訊室主任，職務由高雄關加工出口區分局黃分局長鉅昌

升任，自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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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資訊小組，因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於 102 年 1 月 1 日，更

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資訊室，主任賴春綢，設計科科長陳素華，資理科科長林文

誠，機作科科長楊秀惠。 

●法務部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蘇處長台生調任主任秘書室研究委員，由蔣處長炳牧

接任，自 102 年 1 月 16 日生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資訊科長吳宣建於 102 年 1 月 24 日調任行政院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資訊室主任，原職務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綜合規劃處科長羅鍵

中接任，派令自 102 年 1 月 24 日生效。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資訊室主任，由林高級分析師礎端接任，派令自

101 年 12 月 18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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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審計部 APP上線，讓全民一同監督政府施政績效 
審計部為建置多元資訊服務管道，以利行動通訊裝置使用者可隨時、隨地、隨

選地獲取政府預算執行成效，使政府財務資訊透明化，督促被審核機關改進缺失，

並增進人民對審計業務之瞭解、信任及監督，已建置行動化應用程式，內容包括「最

新消息」、「審計報告」、「審計法令」、「審計部介紹」等資訊，提供社會各階層應用，

並作為立法院問政及各機關施政之重要參考，提升政府施政品質，以收全民監督政

府之效。 

審計部 APP 目前已開發 Google Android 及 Apple iOS 版本，使用智慧型手機或是

平板電腦之民眾，可連線至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輸入關鍵字「審計部」

搜尋下載使用。 

●新北地政 E服務，智慧服務新體驗 
「新北地政 e 服務」自上線以來，秉持資訊正確、服務快捷及查詢便利之心，

提供持智慧型手機民眾以多元管道查詢地政資訊服務，並受使用者之肯定；新北市

政府地政局為更貼近民眾使用需求及創造感動使用者之服務體驗，因此於本(102)年 1

月 14 日進行軟體服務改版並完成上架動作，免費提供 Android 版及 IOS 版智慧型手

機民眾下載使用。 

該局表示，為追求服務創新積極導入 APP 雲端技術，讓新北市民立即感受地政

局推動地政 E 化的創新措施，「新北地政 e 服務」App 提供民眾「訊息 E 點報」、「線

上查詢」以及「地政地圖」三大功能，並且為了使軟體能夠與智慧型手機或平板更

緊密結合並讓民眾在使用上更加直覺，系統在操作介面設計上更大膽採用簡潔風，

除提供親切操作介面外並致力於提昇操作動線之流暢度，讓使用者能夠以簡易操作

輔以完善使用導引，進一步正確、快捷獲得地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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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進一步說明，軟體功能「訊息 E 點報」只要當使用者開啟「新北地政 e

服務」APP 後，便能即時線上更新地政相關的要聞及活動宣導訊息，民眾不用擔心漏

失任何 E 點訊息；而「線上查詢」服務，則匯集各種常用的地政線上查詢功能，例

如「案件辦理情形查詢」、「新舊地建號查詢」、「行政區段代碼查詢」及「公告現值

及分區查詢」(改版前原為「公告現值地價查詢」)等服務，提供一般民眾或地政專業

人士或不動產從業人員(如：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等特定族群使用，另「公告現值

及分區查詢」配合本次改版，整合了本市城鄉發展局使用分區資料並結合 Google map

動態圖台，使原先僅能查詢土地的公告現值、公告地價服務外，進一步加值提供使

用分區及土地所在位置資訊；除了線上查詢功能外，「地政地圖」服務整合智慧型手

機 GPS 定位功能，提供自身周邊地政服務據點，並於改版後，更匯整民眾申辦地政

相關資料所須配合之各級稅捐機關、戶役政機關以及各公所之空間位置資料，以

Google map 呈現各機關所在地並提供地圖導引服務，便利民眾前往申辦各項地政業

務，使地政服務更貼近民眾生活。 

         

▲「新北市政政 E 服務」APP 開啟後，即時線上更新地政相關要聞及活動宣導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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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查詢於改版後，公告現值及分區查詢更增加使用分區及土地位置動態顯示功能 
 

     
▲地政地圖可以就近找到地政相關服務據點，點選後更可以進一步瞭解該機關的相關資料；配合智慧

型手機的 GPS 功能，還可以開啟地圖進行導引 

目前該程式提供多管道下載服務，其中 IOS 版程式可至 APP STORE 商城下載，

Android 版軟體可在 GOOGLE PLAY 軟體商店下載，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搜尋關鍵字「新

北地政 e 服務」免費下載使用。更多的服務內容詳見新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網址：

http://www.ntcland.ntpc.gov.tw/) 及 智 慧 行 動 服 務 專 區 ( 網 址 ：

http://www.ntcland.ntpc.gov.tw/_file/1639/SG/46590/D.html)，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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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報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2年 1至 6月資訊訓練

實體課程 

課程明細如下：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習 

時數 

報名 

截止 

日期 

實體 

上課 

日期 

名額 

PWG901 個資盤點實務  6 3/7 3/18 30 

PWP911 使用 jQuery Mobile 開發 Mobile Web App 12 3/8 3/20~3/21 30 

PWP921 IPv6 作業系統與應用服務建置實習(Windows) 6 4/1 4/12 30 

PWP931 網頁標準技術 HTML 5 18 4/2 4/15~4/17 30 

PLP941 IPv6 作業系統與應用服務建置實習(Linux) 6 4/15 4/26 30 

 

一、報名須知 

(一)本期課程自即日起接受機關聯絡人統籌報名，恕不接受個人報名，報名網址：

https://itschool.rdec.gov.tw/。 

(二)課程內容請自行上網至「公務員資訊學習網」/【實體課程開班資訊】下載。 

(三)若有疑義事項，請洽客服人員說明，電話：(02) 0800-622-688、  

E-mail：crs@rdec.gov.tw。 

二、上課地點及教室： 

(一)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30 號 3 樓(巨匠電腦台北認證中心)。 

(二)上課時間：上午班 9：00~12：10、下午班 13：30~16：30、 

全日班 9：00~16：30。 

三、其他事項：本項訓練不提供食宿，尚請遠道參訓者自行安排。 

https://itschool.rd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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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資訊學習網」發行之課程光碟，即日起開放

申請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公務員資訊學習網」為推動數位學習，每年製作

優質資訊數位課程，為便利於機關內推廣數位學習及提供學員個人離線閱讀，提高

學習效率，即日起開放機關及學員自行申請 99、100、101 年度發行之課程光碟，每

機關／人申請光碟 1 份，歡迎踴躍申請。  

課程明細如下： 

101 年度課程光碟內容（２片光碟） 

課程類別 課 程 名 稱  

資訊課程  

淺談免費雲端 Office 工具  

個人隱私資安防護  

電子書編輯器 Sigil 

行動雲資訊發佈平臺 Kurogo 

主計課程  

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上) 

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下) 

GBA2.0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設定篇）  

 

100 年度課程光碟內容（１片光碟） 

課程類別  課 程 名 稱  

資訊課程  

編輯多媒體素材之自由軟體小工具  

Windows 7 菁華集  

Office 2010 實務應用集  

深入淺出 Android 手機程式開發要點與應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發展與因應  

資安課程  數位行動裝置與資訊安全  

 

99 年度課程光碟內容（１片光碟） 

課程類別  課 程 名 稱  

資訊課程  

基本網路架設與雲端技術介紹  

數位文件管理達人 - Part II 

淺談雲端計算  

因應資訊系統民國百年年序問題經驗分享  

發展優質自製教材研討會暨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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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課程  

政府採購監辦  

統計資訊處理規劃與應用  

Linux ( Ubuntu9.10 ) 簡介  

GBA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系統管理班  

如何統計  

PX-WEB 專屬格式介紹與轉檔教學  

申請及注意事項： 

一、機關申請 

請以 email(elearn@rdec.gov.tw)方式註明下列資訊： 

機關名稱、機關代碼、機關聯絡人姓名、寄送單位地址(附郵遞區號)、聯絡電話

及申請用途、申請光碟年份等資訊，郵寄方式採平信寄發送達。 

二、個人申請 

請註明公務同仁姓名、服務機關、地址(附郵遞區號)、聯絡電話、公務員資訊學

習網帳號及申請光碟年份等資訊，並於信封內依據申請的課程光碟數附上回郵

信封(回郵信封金額如下)，寄至：10041 臺北市公園路 30 號 5 樓 「公務員資訊

學習網」助教收。 

◎申請課程光碟片數：１片：內附１０元回郵信封(平信)。 

◎申請課程光碟片數：２－３片：內附１５元回郵信封(平信)。 

◎申請課程光碟片數：４片：內附２５元回郵信封(平信)。 

三、諮詢服務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0800-622-688，相關訊息歡迎上網查詢公務員資訊學習網

(https://itschool.rdec.gov.tw)。 

mailto:elearn@dgbas.gov.tw
https://itschool.rde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