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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專欄 

政府組織改造後外交部的網際網路傳播新思維 
      外交部次長兼資訊長    史亞平 

壹、組織改造後，外交部網際網路主管單位的變革  

外交部(以下稱本部)在本(101)年 9 月 1 日正式啟動組織改造，前行政院新聞局

國際新聞傳播業務併入本部，原該局負責網路文宣業務的任務編組與本部新聞文

化司網路文宣小組合併升格，在本部新成立的公眾外交協調會下設置網路文宣

科，負責政府英文入口網站、本部全球資訊網站與駐外單位聯合網站的整體規劃

及維運。透過網路即時傳播，除使國內民眾更瞭解政府外交政策與作為，並提供

我國重要施政成果予國際人士。 

貳、網際網路傳播新思維 

網際網路日新月異，大幅改變我們的每日生活，也改變了政府與民眾，乃至

國與國之間的互動模式。令世界震撼的阿拉伯世界革命浪潮「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即是靠 Facebook、Twiter、Youtube 及行動電話等數位傳播媒介，於 2010

年 12 月起在突尼西亞揭開序幕，隨後快速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影響擴及各大洲，

許多研究國際關係的專家將其重要性與 1989年東歐國家系列革命及蘇聯解體相提

並論。此外，世界主要國家也體認網際網路之發展，紛紛善加運用在外交作為上，

例如美國在 2011 年 5 月發布「網路空間國際戰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全方位整合政府與民間力量，善用尖端科技運用在外交場域。國務

院於本(2012)年元月發動「21 世紀國家方略之月」(21 Century Statecraft Month)，

在世界各地部署 e 化外交。 

我政府 e 化程度屢獲國際評比肯定，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2011-2012

年全球資訊科技報告」，我政府使用度全球第 3 名、政府整備度全球第 5 名。外交

部也積極強化網際網路之運用，以期結合傳統與科技；本年 9 月組織再造更納入

原新聞局專業人才，在「公眾外交協調會」轄下擴大網路文宣科，並重新調整策

略方向，謹概述目前的三大調整情形： 

一、以政策行銷為主軸的外交資訊網絡 

一般民眾對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的刻板印象是「嚴謹」、「不夠活潑」、「與年

青世代無法契合」，而事實上，涉外事務除了有其專業性外，也有許多是與一

般民眾及年青族群息息相關的訊息與活動。以「打工度假協議」為例，外交部

必須與各國長期交涉，才能達成共識，使國內 18 歲到 30 歲青年有機會到世界

各國合法短期工作，遊學和短期進修，增進國際觀拓展人生歷練，同時促進文

化交流。因此，我們規劃在明年成立一個專為青年朋友融入國際的主題網站，

將青年業務與國際接軌，其中不僅有與我簽訂「打工度假」協議國家的資訊，



 
2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3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1 月 

 

更包括國際青年大使、國際青年臺灣研習營、台灣獎助學金等資訊，並不定期

辦理網路活動，吸引更多青年朋友進行國際參與。  

最近在網路上，有兩部頗受矚目的短片，第一部短片是本部為宣傳美國免

簽與中華民國「飛輪牌」護照，邀請國內知名樂團五月天代言拍攝，透過該影

片使全國民眾進一步瞭解本部在外交上的努力及成果，這也是我們採取活潑方

式說明本部工作成果的具體例證。 

美國免簽宣傳短片，給予我們一個啟示，網路行銷與政策行銷是一體兩

面，是本部與民眾、青年及國際人士間良性互動的平台。有效的網路傳播，可

以讓年青人有興趣瞭解本部更多資訊，也可增加宣傳效果，更有助於政策的闡

述與溝通。 

第二部短片是本部為積極爭取有意義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所拍攝的 12 分鐘「臺灣—綠色奇境」（Name for a Wonderland）微

電影，透過一對兒童純真的眼光，審視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環保議題，內容創新

而生動，傳達臺灣在降低排碳量及環保方面所做的努力與成果。這部短片是是

本部首度嘗試用微電影型式來傳達文宣意涵，全長 12 分鐘，上載 YouTube 網

站向國際發聲，是一部非常有質感的微電影。 

 

在未來，本部的全

球資訊網站將與現

有 110 個駐外機構

的「駐外單位網站

平台」串聯成一個

以外交事務為主的

文宣網絡，也包括

年青世代對外相關

訊息，我們期待未

來本部網站在風格

呈現上能更活潑、

在內容架構上更便

利民眾查詢及瀏覽，對於民眾的意見回覆能更貼近民眾的需求：我們未來也將

更廣泛的運用網路及屬於 e 世代的語言及方式，來傳播重要的外交政策，使年

青一代也能關心外交事務，更吸引他們投入外交事務的行列。 

二、以行銷台灣軟實力為主的國情網絡 

本部在組織改造後承接前行政院新聞局的網站資源，其中不乏具有高知名

度的網站，例如「臺灣光華雜誌」、「Taiwan Review」期刊網站、「Taiwan Today」

電子報網站、「政府英文入口網站」（包括在去年才完成的「臺灣美食文化」多

語版網站）及「放眼看臺灣」影音資料庫等，這些網站主要目的是將國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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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經過包裝，透過軟性的手法，行銷國際社會。在這些網站中的歷史資料及

珍貴影片、照片，都是宣揚國家社會進步的最佳素材。這些素材正好可用來充

實本部全球資訊網站。明年起我們將先進行這些網站資料的盤點，進而將網站

中無版權顧慮的資料轉型為 open data，不但提供本部 110 個駐外單位網站運

用，更期待國內外有意使用這些網站資料的人士，透過資料交換的方式，廣泛

的運用這些珍貴的資料。此外，我們也將更廣泛、有計畫地蒐集政府機關中重

要的涉外資料，並委請專人予以分類、上載網站，建置一個以外交事務為主的

Open Data Center，供各界取用，將涉外事務藉著網路向國際社會傳播。 

三、駐外單位網站化身為「國情及服務入口網」 

 

本部目前在 110個駐外

機構建置有不同語版

的網站，主要目的在於

希望外館所在地的當

地民眾可以就地在這

些網站中獲得有關中

華民國的相關資訊。目

前駐外單位網站平台

提供中英德法西日等

17 種語言的服務，自從

於民國 98 年建置迄

今，已成為本部網路文

宣重要的環節之一。 

  但是，如果各個駐外機構的網站只是定位在提供館處的服務資訊，對國際

文宣則效益有限。因此，我們在經過深入研究後，決定將「入口網」的概念融

入「駐外機構網站」中，換句話說，每一個駐外機構的中、外文網站都應該在

提供基本服務資訊之外，更應積極扮演「國情入口網」的角色，而這些國情資

料就由前面所提到的「國情資訊網絡」的 open data 來供應，駐外機構網站可

以依據駐地的特殊政治環境以及本身的特性，透過「訂閱」的方式將所需要

「data」建置在自己的網站中，而這些「data」都由本部的網路文宣科一方面

協調內部單位取得，另一方面由協力廠商透過網站資料交換方式取得，經過整

理、分類、上架後提供駐外機構網站運用。透過這樣的機制，本部等於就在全

球建置 110 個小型的「入口網」，而且各具特色，再經過「網頁內容遞送網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的服務，並採用「動態網站加速服務」功能，

使國際網友在當地就可以由駐外館處的網站中取得各類有關我國的詳細資

料。如此一來，外交部不但維持了以前行政院新聞局所維運政府英文入口網站

提供國情資料的建置初衷，更增加了國情資料網路傳播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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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訊服務行動化 

一、旅外救助指南 App 

面對資訊行動化的時代，本部領事

事務局為提供國人旅外急難救助

服務多元管道，自本 101 年 2 月 29

日起完成建置「旅外救助指南

(Travel Emergency Guidance)」智慧

型手機應用程式（APP），並開放在

Apple 及 Android 兩大平台免費下

載。出國旅遊的民眾只要下載安裝

這個 APP，等於帶了一位行動秘

書。結合智慧型手機之適地性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讓使用者

可以隨時隨地查閱前往國家之基

本資料、旅遊警示、遺失護照處理

程序、簽證以及我駐外機構緊急聯

絡電話號碼等資訊。這項新服務自

推出後已經獲得許多民眾正面與

肯定的回應。未來本部也將視業務

的性質，及時運用新的網路技術，提供民眾更好的資訊服務。 

二、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專線服務 

除了旅外救助指南 APP 外，本部為加強提供國人旅外急難服務，自 98 年

元月一日起，將設於本部領事事務局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之「旅外國人急難救

助聯繫中心」，提升為「本部緊急聯絡中心」，全年無休、24 小時輪值，聯繫

處理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事件，以落實為民服務不打烊的宗旨。為此，領務局還

以這個議題公開徵選優良短片，上載 Youtube 頻道上，也收到很好的宣傳效果。 

這項便民服務，可在本部全球資訊網站、領事務務局全球資訊網站及駐外

單位網站平台的各駐外機構網站的明顯位置查閱，民眾不論在國內或出國，只

要透過網路就可以查得免付費(國外付費)的資訊服務。本部的資訊服務不再受

地域的限制，透過網路，民眾出國不再遭遇求助無門的窘境。 

三、臺灣特色文化電子書帶著走 

自從 2 年前平板電腦進入我們的資訊生活後，除了下載各類的 APP 應用程

式、看影片、聽音樂外，本部很早就將歷年所建置的 16 個具有臺灣特色文化

英文主題網站的內容製作成電子書(e-book)，放在網站上供國內外民眾下載，

利用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隨時、隨地閱讀，對於外國人來臺灣觀光，提

供相當的助益。只要打開行動載具，翻閱電子書內容，就可以找到想要品嚐的

在地美食：出國前就可以規劃好旅遊路線，不論交通資訊或泡湯地點，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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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裝在行動載具中「帶著走」。此外，本部也將重要的文宣摺頁，例如 2012

年 APEC 特刊、國慶文宣摺頁等，製作成電子書，與相關的網頁放置在一起，

提供多樣性的便民服務。最近本部還協助外館將外館整理的打工度假資訊做成

電子書，裡面包括打工度假的注意事項、生活資訊、緊急聯絡電話、地圖等非

常豐富的資訊。對於高度使用行動載具的年輕族群而言，這是一項非常便利的

服務。 

肆、結語 

不論是資訊化或是行動化，網際網路已深入每一個人的生活，也不斷地帶給

公務機關更大的衝擊。 

本部也在思考如何利用網際網路的便利性，提供民眾及 e 世代「有感的便民

化」服務，外交政策如何能運用網路及其他傳統通路，精準的傳送給民眾，而民

眾透過網路查詢與外交業務相關的資料時，怎樣才能很容易地找到所需要的資

訊，並且獲得及時與親切的服務。 

為落實「節能減碳」的政策，未來本部也會充分利用網際網路科技，將民眾

在國內或國外所需用的資訊、透過手機或其他行動載具傳輸，民眾不再需要攜帶

大量的紙張旅行。「一機在手，服務到手」是我們未來在資訊服務的目標。 

政府組織改造已經啟動，本部的資訊業務也應該配合一起改造，組織整併後，

或許還有一段融合的路要走，但是本部有信心，未來一定會給民眾一種完全新的

觀感。網際網路發展潮流非常快速，如何運用新的科技在外交業務中，並帶給民

眾最大的效益，是本部的挑戰，也是讓本部施政成效更有感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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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訊－重要會議 

●「101年政府機構資訊主管聯席會」活動圓滿完成 
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及電子化政府業務推動，並加強地方與中央政府聯繫及

深化政府資訊服務，行政院研考會於101年12月7日假新北市政府舉辦「101年政府

機構資訊主管聯席會」，本次會議由新北市政府協辦，與會者有政府各級行政機

關、財稅機關、事業機構、銀行保險機構、教育與研究機構等資訊主管近200人參

加。會中新北市朱立倫市長蒞臨致詞，行政院政務委員張善政兼行政院資訊長亦

以「政府資訊服務願景與展望」為題發表演講，藉由機關實務推動成果與案例分

享，共同探討跨機關合作與資訊整合模式。 

本次會議以「配合政府組織改造，開創資訊服務契機」為主軸，在政府資訊

政策方面，分別從行政院資訊長、資訊改造及地方政府資訊發展層面，探討政府

資訊服務願景與展望、服務流程改造新思維、新北智慧城願景等議題；在電子化

政府服務方面，報告「基層機關智慧里長行動服務」及「e化服務宅配到家」等電

子化政府計畫之規劃與推動成果；在政府雲端發展方面，分享「雲端應用服務與

資訊安全」及「文化雲端新生活、新服務」等雲端應用規劃。藉由機關實務推動

成果與案例分享等豐富的研討議題，促進各機關以更前瞻的視野與更創新的格

局，推動各項資訊服務應用計畫，並以民眾的生活需求及便利性為思維，達成「服

務無疆界，全民好生活」的願景。  

朱市長、張政務委員、宋主任委員與聯席會各分組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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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是實施資訊長二級制後第一次的全國性資訊主管聯席會議，並結合

行政院研考會「地方與中央資訊主管策略會議」擴大辦理，以強化地方與中央政

府聯繫及深化政府資訊服務的推動工作，建立有效溝通管道及協同作業機制，維

持良好的夥伴關係，促進電子化政府計畫相關資訊業務之推動。未來政府機關資

訊主管聯席會將扮演非常重要的政策溝通與經驗交流分享的平台，建立各級政府

資訊業務之互通，進而協助資訊主管透過協同合作與經驗交流推動跨機關服務，

積極推展各項便民、讓民眾有感的優質電子化政府。 

 

 
 

政策快訊－相關法規 

●行政院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改善政府資訊

服務環境作業參考要項」 

行政院於101年12月21日院臺科會揆字第1010152690號函頒布「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改善政府資訊服務環境作業參考要項」，並自即日生效，其內容如下： 

一、依據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一百零一年十月十五日第三十一次會議決

議。 

二、適用機關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機關)。 

三、適用標的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資訊服務採購案。 

四、作業要項 

(一)機關辦理資訊服務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以採不訂底價之最

有利標為原則，避免廠商低價搶標，影響履約品質；於遴選評選委員時，優

先以政府電子採購網內建置之遴選公務員專區(資訊專長類別)遴選委員。 

(二)機關辦理資訊服務採購，宜以設定服務水準(SLA)及購置資訊服務為原則，

儘量避免開立硬體規格、採購硬體或限制軟體規格。 

(三)機關評估須建置資訊系統者，於辦理採購作業時，宜以軟體開發為優先，配

合上線作業期程交付硬體設備，並調整預算配置及付款期程，落實先軟體後

硬體原則。 

(四)除有國家安全或機密保護之考量外，機關辦理資訊服務採購，宜依政府採購

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所訂「採購契約要項」第五十六點、資訊服務採購契約

範本及經濟部九十八年五月八日經授智字第Ｏ九八二ＯＯ三Ｏ五九Ｏ號

函，兼顧公務需求與產業發展之平衡，以下列原則辦理： 

1. 約定由機關取得智慧財產權者，機關得授權廠商使用、修改或改作後再行販

售等商業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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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定由廠商取得智慧財產權者，廠商應無條件授權機關使用、修改、重製、

改作等後續為達成資訊系統維護、營運、維修目的之行為；機關日後將資訊

系統委由其他廠商維護、營運、維修時，於該系統之目的範圍內，一併授予

其使用、修改、重製、改作等權利。 

3. 約定由雙方共有權利者，雙方可依需求進行使用、修改、重製及改作等利用。 

(五)採用開放原始碼進行軟體開發之案件，機關應查察其授權條件及契約內容，

以符合相關法規及授權條件。 

(六)研擬資訊服務契約條款時，可利用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服採購契

約範本簡易軟體工具」製作之。 

五、各級地方政府及所屬機關(構)得參考本參考要項，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資訊服

務採購案。 

 

 

政策快訊－作業規範 

●「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及「政府網站

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修訂說明 

行政院研考會 101 年 12 月 20 日會訊字第 1012461607 號函頒修訂「政府網站

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及「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另外，行政院研

考會 94 年 5 月 30 日會訊字第 0940011044 號函「英文網站版型及使用介面參考手

冊」，即日起停止適用。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行政院研考會分別於 96 年公布「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及 99 年公

布「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提供各政府機關開發網站服務之遵循依

據，以協助政府網站切合民眾需求，提升施政滿意度。隨著網路資訊通信技術由

IPv4 推進至 IPv6，以及各類行動載具，如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

手持式行動設備的迅速發展，網路應用已進展到即時、互動、同步、多元的資訊

傳遞方式的 Web 2.0 互動分享時代，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噗浪(Plurk)、

YouTube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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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 Web 2.0 互動分享及其驅動之政府網路服務效應，必須重新檢視調整政

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內容，以符合政府網站資訊互動及行動化服務之需求。 

(一)配合 100 年 6 月 10 日奉核之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旗艦 4「行動電子化政府」，

行政院研考會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參考原則」第 4 點

「各機關建置網站得同步提供行動版網站服務，行動版網站建置規範應參照

『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辦理」，編修「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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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100 年 4 月 20 日「我國 IPv6 推動策略討論會議」決

議，本會分工「修訂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規定支援雙協定)」。 

(三)為強化便民服務，政府網站之電子郵件信箱、Web 界面民意信箱等，應考量

提供附件上載功能，包括附件檔案上傳功能需能有效管理、檔案之安全性檢

測流程、檔案之通用格式、檔案大小及檔案完整性等相關處理程序。 

(四)為服務外籍使用者的資訊需求，簡化相關規範及內容一致性，方便各機關建

置外語版網站參考，原「英文網站版型及使用介面參考手冊」內容整併入「政

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原「英文網站版型及使用介面參考手冊」停

止適用。 

一、「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修訂重點 

本次新增範圍包括：「行動版網站」、「外語版網站」、「附件上載功能之管理

機制」、「IPv6 相關注意事項」等 4 項；修訂範圍包括：「網站行銷推廣」及

「網站典藏實作與應用」2 項。 

(一)行動版網站 

因應行動服務軟硬體快速發展，網路接取服務載具逐漸從桌上型電腦

趨向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s)，根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

作業原則》定義，政府機關在規劃網站服務時，建議將行動版網站納入網

站建置規劃參考，提供更具即時性、互動性的資訊揭露服務，包含行動版

網站規劃建置，應先確立服務範圍、服務效益，行動版網站相關技術說明，

行動版網站設計要項說明等。 

(二)外語版網站 

機關網站除正體中文版外，亦需提供外語版網站服務外籍人士。機關

建置外語版網站時，應確認外籍人士使用需求，提供對應之內容，不宜直

接翻譯全部中文網站內容，並宜有外籍母語人士參與審譯稿作業之審核機

制及檢核方式，確保外文網站可讀性，以利外籍人士使用。訂定外語版網

站自我檢測作業參考規範，供機關每年 1 次定期實施網站自我檢測作業。 

(三)網站行銷推廣 

提供網站優化(SEO)及社群媒體說明供機關參考，增加機關網站優化及

與民眾資訊互動交流。 

(四)附件上載功能之管理機制 

政府網站民意信箱宜考量民眾檔案上傳功能，納入網站經營應注意之

法律問題，機關於個人資料蒐集、保存及使用上，需特別注意是否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五)IPv6 相關注意事項 

IPv6 與 IPv4 二種協定將共存至少超過 10 年以上，在 IPv6 完全取代 IPv4

前，須提供轉換機制，使 IPv6 與 IPv4 主機可以相互連結服務，IPv4 與 IPv6

並存時期機關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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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站典藏實作與應用 

介紹二種網站典藏蒐集工具 Heritrix 及 HTTrack 供機關參考使用。 

二、「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修訂重點 

此次改版修訂採原則性規範為方向，將原規範之「說明」另以章節呈現，

並增訂「行動版網站」及「外語版網站」二項規範。  

(一)行動版網站 

本項參考「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第三條第

三款，行動版網站(Mobile Web)之定義為：民眾透過智慧型行動裝置上網瀏

覽之網站服務。本規範僅限於「行動版網站」，並未包括 APPs。 

規範內容包含行動版網站設計應可隨裝置自動調整版面、行動版網站

版面應簡潔，宜採用單欄式設計、行動版網站按鈕設計應明顯易按且提供

視覺反饋按鍵、動版網站設計應善用摺疊式目錄、行動版網站應盡量避免

使用文字輸入的表單、行動版網站的網頁要素等項。 

(二)外語版網站 

外語版網站規範著重於網站內容的品質管理，應確認外籍人士使用網

站的需求，以使用者角度考量政府機關提供給外籍人士之資訊。 

規範內容包含機關建置外語版網站，宜採用相同版型語系切換方式設

計、外語版網站內容應依外籍人士需求提供、外語版網站內容建議應經該

外語系為母語之人士撰寫或審稿、外語版網站宜建立網站稿件審核機制，

以確保網站內容正確等項。 

三、「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及「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

全文內容，公告於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http://www.webguide.nat.gov.tw/)

首頁>網站規範。另外，為方便線上查閱，同時以 wiki 型式建置相關規範及指

引文件，詳 http://wekey.westart.tw/govguide。 

http://www.webguide.nat.gov.tw/wSite/np?ctNode=14419&mp=1
http://wekey.westart.tw/gov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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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行政院院本部無紙化會議推動成果及經驗分享 

 －打造無紙化會議環境，全面落實節能減紙 
壹、前言 

  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院會自本(101)年 12 月 6 日第 3326 次院會起，運用電子

會議系統，全面實施院會無紙化作業。所有會議資料不再提供紙本，改以電子檔

案格式，置於本院院本部(以下簡稱院本部)電子會議系統，由與會人員於會前或會

中，自行使用筆記型電腦或平版電腦等行動設備，透過網路下載及閱讀。當次會

議即節省紙張約 12,040 張，以 A4 紙張每包 500 張計算，約節省 24 包紙。至此，

院本部行政資訊化、e 化、無紙化作業最重要、最困難的最後一哩路已完全打通，

大幅提升節能減紙效益。 

  97 年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總統府發起「節能減碳 123 計畫」，以省電 10%、

省水 20%、省紙 30%為目標，其中藉由落實文件雙面影印、列印，以及開會、上

課資料都採電子郵件傳送，和倡導府內採取電子公文作業等實際措施來作為紙張

減量的具體行動。 

貳、院本部節能減紙主要作為 

  為推動院本部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相關工作，院本部依據 99 年 1 月 25 日院頒

「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訂定「行政院院本部電子

公文節能減紙推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畫主要作為說明如下： 

一、 文件資料雙面列印 

   配合印表機汰換時程，自 98 年 7 月 1 日起逐步實施公文採雙面列印。 

二、 擴大公文電子交換、文件電子傳送及電子公布欄應用 

   院內發文，單位間公文往來改以電子交換寄送，不再以紙本往來。院本部已

建置員工作入網，具備群組會議之會議室預訂、通知等功能，亦已設置電子郵件

系統供進行個人文書傳送。各機關相關公告周知訊息，如活動宣導、通訊資料異

動、首長到任就職、年度發文代字號、公開資訊或其他一般性通報周知事項，以

登載電子公布欄或提供線上查閱為原則，不另以書面通報。 

三、 推動公文線上簽核作業 

   收文簽辦或創簽稿、逐級簽核至主管或首長決行及線上調檔等作業，以電子

化方式全程處理。院本部於 99 年 7 月完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建置，並自 99 年 8

月正式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作業。依據 101 年 7 月統計資料，院本部線上簽核比例

為 42%，已達成「推動方案」要求各機關必須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前，擴大

實施公文電子化處理，達成減紙 30%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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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無紙化會議作業 

   經由推動公文線上簽核、公文電子交換、文件電子傳遞及電子公布欄應用，

雖已有效減少紙張消耗，惟會議用紙量高，有必要推動會議無紙化作業，以完成

行政 e 化之最後一哩路工作。 

參、無紙化會議推動經過 

  院本部推動多項公文節能減紙措施，雖初具成效，但會議用紙量大，約占 5

成，奉 陳院長冲指示「本院院會可否改為無紙，螢幕為互動式(可翻頁，甚至可

查閱法規)」，爰規劃推動院本部無紙化會議作業。本年 4 月 30 日，陳秘書長士魁

(按：時任本院政務副秘書長)召開本院電子公文節能減紙工作小組第 6 次會議，決

議：「本院無紙化會議分 2 階段實施，除機密會議外，第 1 階段自本年 5 月 1 日起

逐步實施，實施範圍為本院院會以外之所有會議；第 2 階段實施日期為本年 12 月

1 日，實施範圍納入院會」。茲就 2 階段無紙化會議規劃及推動方式說明如下： 

第 1 階段：本院既有各會議室建置網路及電源設備，提供開會上網使用。會議資

料隨開會通知單傳至與會機關或本院附件下載區，由與會人員自行下

載至行動電腦設備，並攜帶與會。本院同仁使用各單位既有行動電腦

設備與會。每月初由資訊處統計各單位前一個月執行無紙化會議成效

陳核，俾瞭解運作狀況。 

第 2 階段：建置多功能電子化會議系統，提供會議資料權限控管、資料查詢與下

載、行事曆登記、會前自動提醒、會議室登記與管理等貫穿會議資訊

流作業。對本院及所屬各機關參與院會長官幕僚及本院同仁辦理說明

會，俾利熟悉院本部無紙化會議作業方式。 

  院本部自 5 月份開始實施無紙化會議作業後，截至 11 月共節省 736,455 張紙，

以一包 500 張紙計算，節省 1,472.91 包紙，11 月無紙化會議占所有會議比例為

78.19%。 

肆、電子會議系統功能介紹 

  院本部電子會議系統分為後台管理系統及前台會議系統。前台會議系統(圖 2)

主要功能為會前資料下載、會議管制、會議同步、會議資料閱覽等。後台管理系

統(圖 1)主要功能有新增會議、編修會議、介接公文系統發送開會通知單。前台會

議系統為會議應用程式(App)，使用前需先下載及安裝，依使用者終端設備作業系

統之不同，分為 iOS 平板電腦版、Android 平板電腦版及 Window 7 個人電腦版，

未來將再增加 Window 8 版；後台管理系統為網頁式(Web-based)應用程式。各項功

能分項說明如下： 

一、新增會議：包括預約會議室，新增會議基本資料、議程，上載會議提案及

附件，發送開會通知及會前發送會議提醒通知等新增會議有關功能作業。

系統實作區分為「第一步：選擇會議室」、「第二步：設定會議資訊」、

「第三步：設定會議議程」、「第四步：上傳會議附件」、「第五步：匯

出開會通知單」、「第六步：發送電子郵件通知」等 6 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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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修會議：新增完會議相關資料後，可視需要對會議相關資料進行編修、

增補、刪除等，系統實作分為 6 個步驟，與新增會議相同。 

三、介接公文系統發送開會通知單：會議通知除可透過電子郵件發送，亦可由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介接電子會議系統，匯入開會通知單相關欄位資

料，以製作正式開會通知單，經線上或紙本簽核後，發送正式開會通知單。 

 
圖 1 電子會議系統後台管理參考畫面 

 四、會議應用程式(App)：具有以下功能。 

(一)安裝 App：至電子會議系統(網址：http://meeting.ey.gov.tw)下載及安裝。 

(二)會議管制：運用使用者帳號及會議通行碼管制會議資料下載。會前資料下

載可從網際網路任何網域登入系統下載資料。會議進行中之資料下載須從

本院有線或無線網路網域方能登入系統及下載資料。 

(三)會前資料下載：與會者於收到開會通知單後，可依照開會通知單上所載的

電子會議系統網址，先下載及安裝會議應用程式(App)，僅須於第一次使用

時安裝，無須重複安裝，於完成安裝後開啟 APP 並輸入使用者帳號及會議

識別碼(開會通知單載明或說明其取得方式)後下載會議資料。會前下載之

會議資料為附有與會者名稱之浮水印之 PDF 檔。 

(四)會中資料下載：會議進行中，與會者自院本部會議室網路，使用會議 App，

輸入使用者帳號及會議識別碼後登入系統後，線上即時瀏覽議程及下載讀

取會議資料。會議資料格式為特殊電子書格式(圖 3)，與會前下載之 PDF

格式不同，支援電子書目錄、前後翻頁、放大、縮小、手寫註記、文字輸

入註記、存檔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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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議同步：會議進行中，與會者可點選會議同步，以電子書格式觀看、閱

讀簡報席播放之會議資料。 

 

圖 2 電子會議系統 App 首頁參考畫面 

 

 
圖 3 會議資料閱讀及操作方式參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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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行政院院會無紙化作業程序 

  本院院會自 101 年 12 月 6 日第 3326 次院會正式實施無紙化會議作業，運用

電子會議系統。 

  為利各部會事先熟悉院會無紙化作業環境及程序，協助出、列席院會長官預

先熟悉系統操作方式，院本部先行進行院會與會者使用設備調查。11 月下旬對各

部會首長幕僚人員及資訊人員辦理 2 場次說明會，並於會前逐一電話洽請各部會

資訊主管，協助首長購置設備及操作說明。 

  無紙化會議作業程序(圖 4)說明如下： 

一、會前作業： 

1. 會議通知：依據院會會議通知程序發送正式開會通知單，並輔以電子郵件，

對與會首長寄送加密會議資料，以完整公文到地服務。 

2. 會議資料下載：部會承辦人自行至電子會議系統下載會議資料。 

二、會議日作業： 

3. 會議設備準備：院會出、列席人員自備或由本院提供平板電腦、筆記型電

腦等行動設備。 

4. 會議室網路準備：會議進行期間，院會會議室提供有線及無線網路環境，

供與會者連接網路，以利登入電子會議系統或上網查詢網際網路資料。 

5. 簽到作業：以紙本或平板電腦進行簽到。（註：平板電腦簽到暫不實施） 

6. 登入會議系統：依據會議室現場提供之無線網路，開啟會議 App，輸入會議

識別碼，登入電子會議系統。 

7. 閱讀會議資料：運用 App 線上閱讀議程或下載閱讀會議資料，點選會議同

步閱讀簡報或議事人員播放之會議資料。 

8. 輔助措施：電子會議系統同時提供相關重要法規資料查閱。與會者亦可隨

時上網查詢相關參考資料。 

開始

紙本或電子簽到

連接院會有線或無
線網路

啟動會議App
是否已安裝會
議APP？

安裝會議App

結束

登入電子會議系統

下載及閱讀會議資
料或觀看會議同步

播放資料

登出電子會議系統

否

是

 
圖 4 院會出、列席人員作業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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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會正式實施無紙化作業後，媒體報導及各界反映均為正面及肯定。為協助

有意願於未來導入無紙化會議作業之機關，院本部已於 12 月 10 日辦理推動經驗

分享說明會，未來將視各機關之需要，持續分享推動經驗。 

陸、結語 

  陳院長於 12 月 6 日院會中提示：「今天是行政院第 3326 次會議，第一次以無

紙化的方式召開，經相關單位統計，以參與會議的人數 70 人計算，共節省了 12,040

張紙，相當於 24 包 A4 紙張的用量，長期來看，確有助於節能減紙政策的落實」，

各機關可參照院會無紙化推動作法，以進一步落實節能減紙措施。依據院會推動

無紙化經驗，一年可減省 50 萬張以上，可少砍數十棵大樹。院本部每月各類大大

小小會議上百場，一年上千場，如完全實施無紙化作業，其所減省之紙張量及少

砍的樹木將甚為可觀。其次，會議無紙化作業亦有助於行政效能的提升，加速會

議作業的準備及進行，無需再耗費人力、物力於會議資料的印製、寄送及事後銷

毀處理。 

  文明發展及經濟成長，帶給近代社會繁榮與豐衣足食。但地球過度的開發及

資源消耗、大地的破壞、二氧化碳的過度排放，造成嚴重的溫室效應及氣候異常。

如果我們不立即採取行動，從每一個可能的方向，限縮、改善人類耗費天然資源

的方式，下一代將難有良好的生存環境。節能減碳、減紙，是我們維護下一代生

存環境的具體作為，也是本院的重大政策之一。今日不做，明日就會後悔。無紙

化會議作業是資訊科技提供的一個可能與機會，值得我們善加把握與運用。 

(本文由行政院資訊處 李銘崇研究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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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共構機房」簡介 

壹、前言 

電腦機房為維持正常運作，必須具備獨立空間、不斷電設備、空調及消防等

基礎設施，每年也都須要投入許多管理維護經費及人力；惟在資訊科技時代各機

關各項資訊服務需求持續上升，而個別建立及維運電腦機房，除形成重複的基礎

設施成本投資外，其相對應的維運技術及人力成本亦居高不下，造成財政支出之

沈重負荷。 

為兼顧滿足各機關之整體服務需求，提升資訊服務作業績效，與節省電腦機

房空間、電力及空調消防等基礎設施建設與管理維護成本，整併各機關現有電腦

機房建立共構機房，獲得資源共享與節能減碳效益，已成為當前資訊服務重要課

題之一。 

藉由共構機房統一管理機制，各項資訊系統之維運，包括資訊安全、網路管

理、系統資源調度，都將享有專業級之服務，且因多個機關的參與，達到一定的

經濟規模，更可降低整體營運成本。 

貳、電腦機房現況 

一、機房管制區域範圍 

(一) 機房：放置各系統所需主機、網路設備及儲存媒體，A-G 機房擺放標準機

架，非機架式主機統一置於 H 機房，其位置配置（如圖 1 電腦機房平面

圖所示）。目前共容納約 700 台主機，為方便人員設備進出管制及網路

區隔，依業務功能分屬 8 個機房：公文自動化、教育網路、共用系統（如

防毒、流程、虛擬主機等）、Portal 及各機關資訊系統、區域網路、廣域

網路、地政系統、大型系統(Data Center 等)，提供各項資訊服務。 

(二) 主、副控制中心：放置電腦主機控制端末設備與監控設備之地點，採人

機分離操作模式，統一透過 KVM 操作主機。 

(三) 不斷電系統機房：供給電腦機房不斷電設備的所在地，位於本府行政大

樓地下 2 樓。 

(四) 樓層管道間：行政大樓樓層管道內放置樓層邊際交換器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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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電腦機房平面圖 
 

二、網路架構 

除實體主機集中放置外，本府行政網路亦採集中式規劃，各局處進駐之

主機，在整體的網路防禦下運作提供各項資訊服務。 

透過數個路由器、防火牆及入侵防禦系統進行統一防護，隔絕可能的網

路威脅，並經由平衡機制有效分散重要系統工作負載，建立完整網路運作環

境，將主機群(Server Farm)網路劃分為 DMZ 和 Intranet，以雙層防火牆做安

全區隔，架構如圖 2 網路邏輯架構圖所示。 

從網段或 IP 的配置，防火牆、入侵偵測，都提供統一的防護機制，定期

進行全體主機及系統的弱點掃描及入侵偵測演練、設備及線路巡檢及相關機

房管理維護紀錄，提供各機關進行 ISMS 內外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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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網路邏輯架構圖 
 

參、共構服務 

共構機房所需執行工作包含環境管理、主機管理、網路通訊管理、資訊系統

管理及資料備份管理等 5 大類相關事宜，每類工作執行皆區分管理人員與作業人

員，同時進行執行及稽核作業。各部分管理與作業之工作職掌分述如下： 

一、環境管理 

將各機關設備集中放置專業機房，提供最佳環境供各機關同使用，減除

各機關需各別建置機房的負擔，服務項目如下： 

(一) 出入管制：包含人員門禁設定、出入登記管制、設備及媒體物品攜出入

管制。 

(二) 空間管理：管理機房內之主機機櫃空間、網路設備及相關耗材備品。 

(三) 環控作業：包含不斷電系統、消防系統、空調系統、門禁系統、環境溫

濕度檢測系統、定位式漏水偵測系統及數位監視系統等，值班人員除進

行系統監控外，並定時進行實體巡察，更須熟悉電腦機房內各項安全設

備(如緊急電源、消防設備)操作使用，俾遭遇緊急情況時，能依相關規定

進行緊急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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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理資訊：主機及系統連絡資訊，包含機關及委外廠商聯絡方式；軟硬

體系統文件操作手冊，包含開關機程序、異常事件排除程序等。 

二、主機管理 

規劃配置主機資源、監督運作效率並針對異常狀況主動發警訊，另提供

虛擬化環境與資料庫中心，服務項目如下： 

(一) 規劃作業：規劃主機放置位置、電腦名稱命名及 IP 位址。 

(二) 監督指導：包括維護廠商各項電腦主機維護相關作業例行管理、監控、

檢修及異常通報作業。 

(三) 虛擬化環境：建構 Windows Hyper-V 虛擬主機環境，供各機關各資訊系統

使用，實體主機由資訊中心維護管理、虛擬主機透過監控管理系統，進

行效能監控、權限設定管理、自動化部署軟體等工作，由各機關自行管

理，並定期經由專業認證工程師進行系統健檢與調校；架構如圖 3 虛擬

化環境及資料庫中心架構圖所示。 

(四) 資料庫中心：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及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建置，採用叢集架構提供安全快速容錯機制，以共用方式提供各機關使

用，由資訊中心統一管理、各機關自行發展，並定期經由專業認證工程

師進行系統健檢與調校。 

 

圖 3 虛擬化環境及資料庫中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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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管理 

透過管控網路設備、建置防火牆及與入侵偵測、電腦防毒及弱點掃描等

管理機制，提供安全的網路服務，項目分述如下： 

(一)管控網路設備：網路設備管理，定期統計使用情形及設備現況評估，以

提昇網路使用之效能，作為提升網路速率及擴充相關設備憑據。 

(二)防火牆與入侵偵測：偵測與防護原則規劃，並維護防火牆與入侵偵測系

統的運作。 

(三)電腦防毒：所有伺服主機之防毒軟體安裝、管理、更新、移除、解毒、

故障排除與作業諮詢。 

(四)弱點掃瞄：定期執行系統與網站之弱點掃瞄，並產出修補建議及成果報

告，做為弱點修補依據。 

四、管理資訊 

統籌設備耗電、機櫃配置，設備進出與維護記錄及異常事件等資訊，滿

足設備維運需求，服務項目如下： 

(一)耗電分析與機櫃配置：記錄、分析設備電力耗用資料，將設備適當的配

置於機櫃空間，以防止電力過載，並確保用電安全。 

(二)設備進出與維護：記錄設備進出與維護歷程，以滿足作業時認証、授權

與稽核安全管理需求，確保資訊安全。 

(三)異常事件管控：異常發生時進行通知，處理過程中進行管控，並對處理

結果進行確認。 

五、資料備份管理 

建立資料異地備份機制，以便當資料毀損或設備故障時，可藉以進行重

建，服務項目如下： 

(一)管理原則：依據共構機房之現有系統，制訂政策與管理原則。 

(二)例行維運：備份工作之例行管理、監控與維護作業。 

(三)安全控管：針對備份工作進行安全控管，包含資料抽驗與回存。 

(四)異地儲存：異地儲存（磁帶搬運送）之例行管理、監控與維護作業。 

六、分析與決策 

監督電腦機房運作及維護廠商作業，記錄、統計、分析相關資訊，定期

製作報告供評核與決策之用。記錄之資訊不僅提供資訊中心進行 ISO 27001

評核使用，亦供民政局與地政局 ISO 27001 評核時進行調閱，服務項目如下： 

(一)環境監控：透過環境監控系統及執勤人員實體巡查監督機房環境。 

(二)基礎設施：統計分析電力、消防、空調、門禁及監控等資訊，並製作圖

表說明。 

(三)資訊設備：統計分析伺服器主機、儲存設備、網路設備、周邊設備、應

用服務、監控系統及網路連線等異常狀況，並製表說明。 

(四)設備管制：記錄設備遷入、 設備遷出及設備異動等資訊。 

(五)人員門禁：記錄主控中心及副控中心人員進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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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共構機房作業成效 

發展共構機房之整體效益，可降低整體維運成本、專業服務管理、有效空間

運用及提供全方位服務等四大面向，內容略述如下： 

一、降低整體維運成本：電腦機房運作所需電力、網路、消防、空調及機電設

備等皆需花費人力、金錢與時間，數個機房整合為一後，能有效降低重覆

性投資，使預算效益最大化。 

二、專業服務管理：全日 24 小時值班的專職值勤人員，提供專業的網管及系統

等維運服務，使同仁能心無旁鶩專注於自己的專業領域。 

三、有效空間運用：運用共構機制可以相對減省整體設備空間使用，使機房的

空間得到最有效的運用。 

四、提供全方位服務：為了有效利用所有機房的資源及功能，配合需求提供全

方位且多元的服務，例如：統一的資訊安全防護架構、硬體與系統障礙排

除資訊、資安事件監控與通報、災難復原機制等。 

伍、承受挑戰 

一、空間擴充：建置虛擬化環境，以克服過去無法預期的設備成長需求下，所

面臨空間增設改造的困境。 

二、機櫃重整：定期重整機櫃空間，全數設備進行盤點清查，將未使用設備遷

出機房，調整設備擺放位置，使機櫃空間達到最有效運用。 

三、機關配合：未能即時配合機關現況更正機房管理系統內相關專案資訊，導

致作業時無法聯繫正確的承辦人員及合作廠商，延誤工作時程。 

四、防災演練：每半年定期舉行防災演練，藉以針對機房可能發生的各項災害

風險預做準備，使相關人員熟悉應變流程，以便災害發生時能妥善處置。 

陸、結語 

藉由有效且完善的 IT 資訊服務管理，不但可加強行政效率，更可提升整體服

務品質。而其主要的關鍵，就在於是否能有效掌握整體 IT 服務的維運狀況、迅速

解決業務服務使用者的問題，以減少對業務的影響。 

共構機房可提供許多具體效益，首先在於建立了資訊共享平台，進而強化政

府整體網路資源傳輸環境。在網路方面，達到通訊系統之整合目標，提供具彈性

的網路介接方式，建立點對點服務介接的虛擬資源共享。此外，透過優化基礎設

施，簡化工作程序，資源自動精簡配置等機制，進而達到最大資源有效使用率的

效益。 

共構機房的未來挑戰包含空間規劃、綠色節能及統合管理等議題，必須以統

合與自動化管理機制，整併且虛擬化資訊資源，以符合業務持續不斷的動態需求。 

（本文由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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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資訊管理中心網站介紹 

壹、前言 

隨著電子化比例越來越高，資訊系統常是政府機關資料統整與保存之核心重

地，因此，資訊系統的安全控管，也攸關機關形象與民眾信賴。未來資訊機房擔

綱水利署暨各所屬機關的電子化任務，包括了網頁空間、主機管理及異地備援等

措施。 

 

圖 1 水利署暨各所屬機關分配圖 

資訊室扮演水利署暨各所屬機關主要對外的資訊中樞，跨單位的機房管理是

一項繁複且專業的工作，包含環境監控、網路管理、重要系統營運及資安檢測等，

面對日益龐大的資訊設備與流量，除應確保重要系統異地備份備援機制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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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應含括系統弱點掃描、漏洞修補、病毒防治以及網路相關設備管理支援與

服務效能，為強化現有機房維運管控機制與確保重要應用系統之可用性、提昇資

安管控效能，建置資訊管理中心網站作為本署暨所屬機關資訊人員資訊管理入口

網，除以數位儀表板適時提供管理資訊，使機房維運透明化外，機房維運人員可

即時透由網站及 E-mail 告警機制獲悉系統異常情形，提昇相關問題處理效率及提

供管理支援參考，使系統順利運作，業務永續經營。 

貳、系統開發與建置 

一、系統規畫 

(一)整體架構規畫 

本案針對本署暨各所屬機關監控標的物，由署本部台中辦公區為中心端

進行監控，其架構如下： 

 

圖 2  監控平台資料流程圖 

(二)系統功能 

1.整合本署現有資訊管理相關資料，建置本署暨所屬機關資訊管理中心，據

以提供資訊人員網路流量分析統計與數位儀表板 

(1)數位儀表板資訊視覺化呈現： 

 a.樹狀結構呈現服務之可用性，並具備燈號顏色識別服務狀態。 

 b.結合 Google Map 呈現全省服務訊息。 



 
25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3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1 月 

 

 

圖 3 數位儀表板視覺化呈現服務之可用性 

(2)網路管理 

 a.提供本署與各河川局網路即時連線資訊於數位儀表板中。 

 b.設定網路效能監測閥值，當效能出現異常時，以 E-Mail 等方式通知相關

人員進行應變處理。 

 

圖 4  HP SiteScope 之網路設備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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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應用服務 

針對本署內部五個核心系統（署內網、全球資訊網、電子表單、資

料交換平台 WRISP 與公文系統）、其他應用系統及各所屬機關 Windows 

AD 目錄服務的可用性進行監控，系統使用 HP SiteScope 透過模擬使用者

行為，進行各應用系統登入測試與透過登入成功後的字抓取，確認系統

可用性。 

 

圖 5 以圓餅圖呈現應用系統服務狀態 

 

(4)主機效能 

系統除將署本部之五大核心系統納入系統效能監控外，並擴大監控

範圍至所屬機關 Windows AD 主機與共用版公文系統，經由 HP SiteScope

監控實體主機運作效能(如:CPU、DISK、Memory 等)以真實呈現各項主機

運作的資訊。 

 

圖 6  監控實體主機運作效能 



 
27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3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1 月 

 

(5)網路效能  

現有本署各單位對外網路使用 HP NNM 作為網路監控主要工具，

為能有效整合監控資訊於資訊管理中心平台，將使用 HP SiteScope 進

行網路主要節點的效能監控，HP NNM 則著重於網路異常事件的蒐集，

並將蒐集事件送至 HP OMW 進行資訊整合。 

 

圖 7  以 HP SiteScope 監控網路設備 

 

2. 整合 SiteScope 與 OMW  

署內現有其他 HP 監控系統，為能有效整合監控訊息讓資訊管理人員

得以更為有效的方式掌握各監控訊息的狀況，當系統異常時更能清楚的串

連各監控訊息的資訊，找出可能的問題原因與徵兆，進行預防措施。因此

將透過 HP BAC 整合署內 HP OMW, NNM 與 SiteScope 等相關系統，藉由

HP BAC 提供 Top View、Console、Filters、Custom Map 等檢視畫面，進行

資訊統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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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BAC 整合 OMW 監控畫面 

 

 

圖 9  BAC 彙整 OMW 訊息畫面 

3. 報表統合分析 

如上所述相關監控資訊已透過 HP BAC 進行資訊整合，各項監控數

據亦可透過 HP BAC 進行存取與分析，HP BAC 本身提供報表分析功能，

資訊管理負責人員可依需求針對各項監控數據進行日報、周報、月報等

取得統計分析資料，除此之外系統也提供趨勢報表與可用性等圖形報

表，並可透過系統本身排程功能進行自動化的報表派送，資訊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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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透過電子郵件取得相關監控報表資訊。 

 
圖 10  HP 報表中心 

4.資訊管理中心網站 

(1)系統架構 

資訊管理中心網站採用 Java Portlet技術整合提供署內專屬資訊監看

畫面，考量現有各項系統未來整合能力，以 Microsoft SharePoint 平台進

行資訊之呈現，透過該平台所提供 Web Part 功能，提供視覺化的監控訊

息，並且整合署內的 Windows AD 網域環境，達到 Single sign-on (SSO)

之使用便利性，並針對所屬機關的監控內容進行專屬頁面開發，當本署

資訊同仁登入系統時，系統依照登入身分權限提供該機關的專屬頁面。 

 

圖 11  資訊管理中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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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 AJAX 技術，將系統資料以多重區塊之方式載入，以避免網頁等候

過久。 

 

圖 12  資訊管理中心-署本部 

 (3)網站訊息 RSS 訂閱 

提供「一站式訊息管道」可以免除資訊人員到不同資安網站搜尋

與過濾過多訊息，將相關資安或 IT 資訊的 RSS 訊息整合於系統平台。 

 (4)提供本署各單位不當分享目錄（如：網路芳鄰分享設定為 writable 且無

設定密碼保護）之相關報表，以供資訊人員進行資安風險之評估依據。 

參、結論 

本系統利用 HP 監控機制(NNM、OMW、SITESCOP)，建構出一套署內完整的

IT 資訊監控架構，在此架構下將署本部與所屬機關資訊設備納入監控範圍，並且

依據各機關的需求，提供專屬頁面，提供各資訊人員能夠清楚又便利的取得各項

監控資訊，並透過此平台建立了各單位資訊同仁的互動空間。 

展望系統後續發展方向，目前已完成所屬機關的監控並且建立專屬資訊網

站，在專案的推動過程中也發現現有機房環控設備有其改善的空間，如設備汰舊

的問題與客製的需求、相關功能無法滿足署內的要求等，建議可重新思考現有機

房的環控機制，並可視需求逐一汰換機房環控的設備，建立符合署內需求的環控

系統；另外可考量建立事件交叉分析平台，提升署內監控的完整性，資訊人員亦

可清楚地找到問題的根源，進而建立一套自我預防的機制，防止問題的再發生，

讓資訊服務能達到一個高可用性的目標。 

          (本文由經濟部水利署資訊室 洪毓鍵助理工程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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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企業資源整合(ERP)系統」簡介 
 
 

壹、 前言 

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企業資源整合(ERP)系統第一階段57個單位於

100 年 11 月 10 日上線，並於 101 年 8 月 6 日全公司 120 個單位全面上線。自第一

階段單位上線以來，系統整體運作相當順利，101 年度截至 11 月底，已成功建立

逾 130 萬筆各項業務交易文件，並如期完成全公司會計帳務各月月結、年結(100

年度)作業，產生公司管理所需各項報表。ERP 專案將歷經 40 多年逐步開發完成之

24 個舊有資訊系統，以及新增加之 11 個業務資訊系統，共計 35 個資訊系統一併

整合重建，在 3 年的專案期程內，快速完成即時整合之 ERP 系統建置，以及全面

上線之任務。 
 

貳、 緣由 

由於低碳及高能源價格時代來臨，導致燃料成本大幅提高，社會各界對本公

司提升經營效率期盼日殷。因此本公司目前雖為一國營事業機構，相關作業須符

合諸多法令規章之規定外，仍應就公司內可控制之企業流程進行改造，致力於企

業化管理並提升經營效率。善用資訊科技為提升經營效率及競爭力之不二法門，

企業需建置各項業務資訊系統，並即時有效整合，才能提供企業化管理，以及因

應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經營環境快速變化所需的即時整合資訊。 

有鑒於此，本公司爰參酌國外先進電業運用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提升經

營效率及競爭力之最佳實務經驗，於 98 年開始積極進行企業營運核心系統整合重

建計畫(簡稱 ERP 計畫)，藉由引進 ERP 系統先進管理理念，進行企業改造及整合

營運核心系統。同時為因應電業節能減碳、永續發展之趨勢，本公司永續發展除

推動 ERP 計畫行動方案外，亦規劃發展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AMI)及建置智慧型

電網(Smart Grid)等行動方案，因此配合公司長遠策略發展方向，審慎規劃整體資

訊發展藍圖(參考圖 1)。其中整體資訊系統除 ERP 系統(第一期)業務範疇外，尚包

括：電力規劃、工程管理、設備維護管理、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售電管理，以

及燃料管理、人力資源、電力修護管理等業務範疇。 
 

參、 ERP 系統建置專案 

本公司藉由推動 ERP 計畫之契機，引進 ERP 系統先進管理理念，以及業界最

佳實務流程(Best Practice)，並以提升整體流程效率為首要考量。因此在計畫實施過

程中，首須重新檢視現行業務流程及制度，進行企業流程改造、提升流程之效率

與效能，標準化及最適化流程，明確設計與完整書面規範營運與管理流程，並落

實於 ERP 系統。同時在建置完成之 ERP 系統運作協助下，全公司員工以新思維、

新作法，持續不斷進行流程改善或創新，有效提升執行力及整體效率，謀求公司

永續經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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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專案目標 

依據本公司企業營運核心系統整合重建計畫(第一期)「督導委員會」會議決

議，ERP 計畫專案目標確立為： 

(一)整合重建財務會計、財務管理、採購及物料管理、稽核內控等業務系統。 

(二)引進先進經營管理最佳實務典範，進行業務流程創新再造，建立更有效率

的企業營運核心流程。 

 

圖 1 台電公司整體資訊發展藍圖 

 二、專案範圍 

ERP 計畫納入整合重建之業務項目，包括現行 24 個舊有資訊系統，以及新增

納入之業務項目，分別說明如後。 

(一) 24 個舊有資訊系統 

ERP 計畫相關之舊有資訊系統業務範圍，主要包括：中美基金帳務、財務會

計資料庫暨報告編製、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原非計畫型)工程帳務、零星配電工程

結算、現金管理、材料管理(營運單位)、專用配件管理、短期外幣借款、大項維護

工程帳務、整體性材料與呆廢料及燃料分析統計、工程會計資訊、營運預算編製、

傳票分錄、現金出納管理、固定資產管理、採購(營運單位財物採購部分)、輸變電

工程材料管理、備品管理資訊、長期債務管理、資料代號管理、懸記帳管理、無

形資產管理、責任中心制度管理、責任中心制度會計事務處理資訊、長短期借款

利息資本化等業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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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納入之業務項目 

除將前述之現行電腦化業務範圍納入外，亦藉由整合重建之時機，整合整體

資訊資源，並進一步強化業務電腦化之廣度與深度，將全公司物流及金流相關但

尚未電腦化之業務(包括：工程採購、勞務採購、專案工程物料管理、電費以外之

對外收款業務與銷項發票一元化、保證品(金)管理、金融性交易(投資)、短期台幣

借款、工程預約保單、稽核與內控管理等)，或已電腦化但尚未推廣至全公司之業

務(包括：週轉金管理、非經請採購系統之費用報核等)，共計新增 11 個業務系統，

因此 ERP 專案將計達 35 個業務系統一併納入整合重建。 

 三、專案時程 

ERP 計畫專案於 98 年 8 月決標，歷經專案準備、發展企業藍圖、ERP 系統設

定及外掛程式開發、測試、上線準備及上線後支援等階段。由於本公司為一綜合

電業，單位眾多(超過 120 個單位分佈於台、澎、金、馬各地)，業務涉及電源開發、

工程(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輸變電工程、配變電工程、營建工程)、發電、供電、配

售電、修護、後勤支援等，業務相當繁雜，為避免對全公司業務運作及同仁衝擊

過大，俾降低 ERP 建置及上線風險，係採分階段建置上線方式，ERP 計畫專案時

程請參考圖 2。 

第一階段上線單位於 100 年 11 月 10 日正式上線，包括：總管理處、水火力發

電、核能發電、修護處等共計 57 個單位(含澳辦處)；第二階段上線單位於 101 年 8

月 6 日正式上線，包括：業務處、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供電處、輸變電工程處、

營建處等及其轄屬單位，以及其他尚未上線單位共計 63 個單位。 

圖 2  ERP 計畫專案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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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RP 系統導入後整體系統架構 

 一、ERP 系統架構 

ERP 專案除引進成熟之企業資源規劃 ERP 系統(SAP ERP ECC 6.0)套裝軟體

外，同時引進合適之資訊科技及技術，包括：企業入口網站(Portal)、商業流程管

理(BPM)、電子表單(eForm)、中介軟體(PI)及 Netweaver 平台、預算編製與績效報

表(Hyperion)系統、系統管理監控軟體、備份軟體及 HACMP 備援機制等，ERP 系

統架構圖請參考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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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ERP 系統架構圖 
 

二、ERP 系統與既有系統介接整合架構 

本公司 ERP 系統因係採分階段建置上線方式，各階段上線單位於正式上線

前，均針對被 ERP 系統取代之舊有資訊系統主檔、餘額、未結及歷史交易等資料，

進行資料清理及完成轉換之準備工作，以利 ERP 系統啟動上線；並規劃最適資料

切換時點，以利業務運作之銜接。 

除了資料清理與轉換艱鉅工作外，尚需考量部份單位 ERP 系統已上線，但部

份單位仍在舊有系統運作之過渡期，資料介接整合及全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策略

性問題。本公司採用由 ERP 系統產生全公司財務報表之策略，第一階段上線時，

上線單位之交易於 ERP 系統執行，尚未上線單位仍於舊有資訊系統處理業務相關

資料，並透過介面轉換整合至 ERP 系統，使 ERP 系統保有全公司完整資訊，並

於 ERP 系統產生全公司性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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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系統全公司全面上線後，未被 ERP 系統取代之既有系統交易資料，仍須

透過介面與 ERP 系統整合，ERP 系統與既有系統介接整合架構請參考圖 4。另外

須規劃整合介接資料之控制機制，以確保與 ERP 系統連繫資料之及時性(控制時間

點)、完整性(資料到位)、正確性與安全性，並能自動提示異常訊息，俾相關人員

快速解決問題。 

 

圖 4  ERP 系統與既有系統介接整合架構圖 

 

伍、 專案預期效益 

 一、一般業界或研究結果 

ERP 系統為整合企業所有活動的系統，因此其優點包含：整合性系統、即時

更新、藉由參數定義業務流程、共有與共享之透明資料、最佳實務流程典範(管理

革新機會)、提供 e 化資訊基礎建設等。依據日本研究會所著「SAP 革命 2」，導

入 ERP 系統之效益一般包括：總體最佳化之系統運用、即時化、提升決策速度，

提高業務效率與生產力、降低開發成本與時間、資訊分享、企業治理、促進企業

再造與創新、減少硬軟體維護成本等。 

 二、本公司 ERP 專案重要改造項目與預期效益 

ERP 系統即時整合全公司物流、金流相關業務資料，轉化為資訊、知識及智

慧(洞察力)，提供決策支援資訊，重要改造項目與及流程包括：財物/勞務/工程採

購全方位管理、集中採購節省採購作業時間及人力成本、營運及專案工程物料全

方位管理、引進物料供需檢討(MRP)降低庫存成本、實施「統收統付」提升財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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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能、e 化非電費收入、保證品(金)、一般報銷及週轉金、金融性交易、工程預

約保單管理及短期台幣借款管理、簡化計畫型工程會計帳務處理、整併營運費用

之兩套會計科目、實施稅務媒體申報、規劃適用不同會計準則(GAAP 及 IFRS)之

報表表達、合理資維劃分符合 IFRS 規範、實施線上預算管理、蒐集電力代輸成本

資訊、實施分離會計作業等，由流程再造及提升 e 化效率而言，預期效益如圖 5。 

另外引進業經先進電業驗證可行之成熟 ERP 套裝軟體，大幅縮短系統開發測

試時間，以及開發成本及風險。同時在導入 ERP 系統時，亦參酌先進管理理念與

作法，進行企業流程再造，提升資源運用與整體作業效率。 
  

 

 

 

 
圖 5  台電公司 ERP 專案預期效益示意圖 

 

 

 

陸、 結語 

本公司為一國營事業機構，須遵循相關法令規章，並提供上級機關各類法定

格式報表，另外有關電業成本計算、專用配件管理、燃料及物料管理等均與行業

特性有關，ERP 系統導入時，如何滿足電力行業特性及國營事業特殊需求，如何

整合既有發電、輸變電、配電、售電、工程、修護及後勤支援體系自行開發的系

統，以及如何清理並轉換各項舊有資訊系統資料至 ERP 系統，如何溝通協調、整

合並標準化各體系共用之流程及功能等，在在顯示系統建置的複雜度相當高，因

此 ERP 專案為一複雜而艱鉅的任務。 

另外 ERP 專案並非一般資訊開發專案，實為本公司一大型企業變革專案，涉

及規劃及建置人員也是前所未有的，本公司相關小組成員約 200 人，顧問團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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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60 人以上。對於專案之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包括：高階主管、一般使用

者、主要使用者、單位各級主管、主管處、顧問團隊、工會、外界關心 ERP 專案

之人員、上級機關等，均須予以重視並有效管理，尤其需高階主管之全力支持、

專案成員及顧問團隊之全力投入與良好溝通、訓練所之全力支援與完善之教育訓

練、上線支援體系及積極有效的問題處理，ERP 專案方能順利成功推展。 

讀者如欲進一步瞭解本公司 ERP 系統相關之專案管理及導入方法、模組介

紹、稽核內控、資料清理及移轉策略與實務、變革溝通及教育訓練等資訊，可參

閱《台電工程月刊》第 771 期(101 年 11 月號)「台電公司 ERP 系統專輯」。 

柒、 未來展望 

本公司組織龐大、業務繁雜，整體資訊系統若採一次全部(Big Bang)建置方

式，所涉及之人員及業務範疇相當複雜，所需資源多、對業務運作影響亦甚鉅，

雖然可快速得到效益，但相對風險亦較高，因此採逐步分期建置為宜。ERP 系統

為本公司整體資訊系統重要骨幹，而推動 ERP 系統為本公司永續發展-提升經營效

率主題之行動方案，後續仍需持續規劃與建置其他業務模組，例如：人力資源、

工程管理、設備維護管理、商業智慧、績效管理及策略經營等。本公司將依上級

機關指示，在 ERP 第一期建置完成後，規劃於 102 年進行 ERP 第一期效益評估及

第二期可行性研究，俾據以賡續發展本公司整體資訊系統。 

(本文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處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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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機關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於 102 年 1 月 1 日更名為「財政

部財政資訊中心」，由蘇俊榮先生續任主任一職。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教育部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於 102 年 1 月 1 日，將電子計算中心與顧問室

及環境保護小組整併為「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由楊鎮華先生接任司長；業務範圍

涵蓋資訊教育、數位學習、網路平台、環境教育、防災教育、人文社會科學及科

技教育等。 
 

機關動態-人事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理處吳薦派專員啟文調升簡派高級分析

師，派令自 101 年 12 月 24 日生效。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警政署資訊室主任自 101 年 12 月 18 日起，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

一分局廖美鈴分局長調升。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移民資訊組硬體安全科顏分析師琦龍及系統設計科陳

分析師英傑調升科長，派令自 101 年 11 月 19 日生效。 

●僑務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資訊室系統服務科白前科長中光 101 年 12 月 14 日奉派升任資訊

室主任，原職務自 101 年 12 月 21 日起由余設計師冠鳴代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企劃組資訊科李淑美科長調升企劃組副組長，派令

自 101 年 11 月 9 日生效，遺缺由原資訊科張慶和技正升任，派令自 101 年 12 月

3 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局長張家生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調任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原職務由臺北市政府顧問詹德存接任，派令自 101 年 11 月 30 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資訊室主任王美華於 101 年 12 月 5 日退休。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資訊管理科科長陳文玲調升縣府秘書，遺缺由蔡明倫技士代理，

派令自 101 年 11 月 0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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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報 

●公務員資訊學習網 102 年度數位課程於 1 月開班

歡迎選讀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為提供公務同仁方便的資訊課程數位學習環境，

架設之公務員資訊學習網102年度數位課程已開班，歡迎學員選讀。詳情請參考：

公務員資訊學習網(https://itschool.rdec.gov.tw)。 

 

課程清單： 

項目 課  程  名  稱 

1 行動雲資訊發佈平臺 Kurogo 

2 電子書編輯器 Sigil 

3 淺談免費雲端 Office 工具 

4 個人隱私資安防護 

5 iPhone/iPad 應用程式開發：證書、工具與基本機制 

6 iPhone/iPad 應用程式開發：Objective-C 語言基礎 

7 Android 創新應用程式開發：觸控、手勢與 QR Code 

8 Android 創新應用程式開發：動畫桌布與藍芽通訊 

9 Mac OS X 入門指引(上) 

10 Mac OS X 入門指引(下) 

11 Photoshop CS5 影像設計（上） 

12 Photoshop CS5 影像設計（下） 

13 Mobile Web 行動應用(研討會轉錄) 

14 雲端運算應用服務(研討會轉錄) 

15 數位文件管理達人 

16 數位文件管理達人-Part II 

17 Office 2010 實務應用集 

18 WORD2007 文件設計王 

19 Excel 2007 試算分析王 

20 PowerPonit 2007 簡報創意王 

21 Access 2007 資料庫規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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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工作時間安排與專案管理 

23 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上) 

24 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下) 

25 GBA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設定篇） 

26 數位行動裝置與資訊安全 

27 政府採購監辦 

28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發展與因應 

29 Windows 7 菁華集 

30 內部審核人員之職責－以政府採購為例 

31 個人電腦保健與網際網路應用 

32 主計人事法規 

33 公務預算編製作業 

34 數位影音生活應用 

35 GBA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36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與審議 

37 如何統計 

38 Excel 2003 進階應用 

39 Word 2003 進階應用 

40 工作適應困難輔導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