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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專欄 

內政資訊業務發展概要 

內政部常務次長兼資訊長    林慈玲 

內政部主管之業務多與民眾日常生活關係密切，為提高行政效率，並確實保障

民眾隱私權，近年來規劃的資訊發展推動策略如下： 

一、追隨資通訊科技(ICT)應用趨勢：社群媒體及行動化技術應用發展，提供民眾

互動且即時的服務資訊。 

二、確保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本部所掌管之資訊多為民眾基礎資料，因此，

強化資訊安全及保護民眾個人資料，為本部必要之資訊工作。 

三、強化內政整合服務：本部業務經緯萬端，而本部及所屬機關提供給民眾的服務

屬多面向，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本部必須整合後端資訊，以提供民眾單一窗

口且多元化服務。 

四、以民眾需求為依歸：透過資訊科技提供 24 小時隨時隨地便利服務，從日常生

活深植民心。 

本部為推動整體資訊業務的橫向及縱向聯繫，依(一)計畫推動原則、(二)業務

導向原則、(三)職權分工原則、(四)專業效率原則、(五)科技同步原則等 5 大原則推

動本部資訊業務，並為有效落實所屬各資訊單位角色分工，本部自 75 年起成立「內

政資訊發展推動小組」，其目標有二：(一)建立內政資訊系統，提高行政效率，加

強為民服務、(二)提供高層次管理資訊，供管理者各項重要決策參考。並逐年訂定

「內政部資訊發展推動計畫綱要」定期召開會議，目前執行「內政資訊系統 100 至

104 年度發展推動計畫綱要」，5 年內預計辦理 35 項子系統，各項資訊發展計畫透

過滾動式檢討，由推動小組統籌與協調決定各項內政業務電腦化之優先次序與實施

方式，並負責協調跨業務單位或跨部會之業務電腦化有關事項，達到橫向及縱向的

角色分工。 

本部於組織改造後，資訊中心將改制為「資訊服務司」，而本部所屬機關僅警

政署、消防署、入出國及移民署 3 單位保留資訊室提供該機關資訊服務，其餘所屬

機關之資訊資源及人力，則向上集中至「資訊服務司」，可提供本部資訊人力運用

更具彈性，並以「部」層級規劃整體系統，以及發展「雲端」(Cloud)資訊整合服務，

讓資訊資源更能有效運用，以避免重複建置系統，除確保各資訊系統的正常運作，

並能對內政資訊化的發展訂出長遠規劃，其重要職責如下： 

一、配合政府業務之擴張，研訂業務資訊化流程與策略。 

二、負責電子化政府推動之資源整合，包括網路基礎設施建置、專業人員配置及軟

硬體資源調配等。 

三、強化政府資訊單位管理安全工作，確保各項資訊安全，保護民眾隱私資料。 

另外，我國近來推動電子化政府，行政院已完成政府基礎網路建設及政府網路

許多應用服務，為讓更多民眾感受到政府照顧人民的美意，政府應加速推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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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政府」。本部為行政院首要部會更應全面配合，貫徹電子化政府政策，讓政

府有限的資訊經費可充分運用，「行動電子化政府」早日達成。 

內政部在行動服務已有相當廣泛的應用，例如 GIS 與 App 應用功能的結合，

已經在很多面向蓬勃發展，例如：GIS 的國家公園景點旅遊與生態觀光；而在警政

政策「治安、交通、服務」方面，特別研發智慧型手機微型應用軟體「警政服務

App」，以實現預防犯罪與便民服務的警政策略，包含 110 報案 GPS 定位、165 防詐

騙專線、113 婦幼專線、防制酒駕代叫計程車 GPS 定位服務、警察廣播電臺即時路

況報導、失竊車輛查詢以及查捕逃犯、失蹤人口、受理案件查詢等 9 大功能。這些

ICT 服務及應用結合，不僅加強科技、產學業界交流，更是配合內政部 10 大施政

亮點科技應用典範。 

政府是一體的，面對未來資訊科技快速變化及民眾對政府期待日益提高之挑

戰，跨政府機關的協同合作將是時勢所趨；而善用資訊科技，整合業務流程與建構

高彈性的資訊支援平台，將是加速資訊業務創新轉型的成功關鍵，因此，以民眾滿

意度為績效依歸，結合內外部資源網絡，並鼓勵民眾參與，方能落實創新資訊服務。 

 

●內政資訊重要計畫推動概況 

一、 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與應用推廣計畫 

現行戶役政資訊系統在推動政府資源共享及服務民眾異地申辦等簡政、

便民措施雖已顯具成效，然而為應新興資訊技術發展，提供更迅速、優質之

服務，以期加速既有系統流程改造、完善政府服務機制、簡化作業流程、增

進行政效率及強化資通安全整體防護體系與能力，提供全民安全、可信賴之

電子化政府服務。 

(一)推動情形 

 1.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開發工作： 

(1)全面更新應用軟體系統、加強跨機關業務整合應用、簡化業務操作流

程，及新增無紙化文書、線上簽核、Web2.0 應用導入等創新服務功能，

並委託第三方執行系統開發建置工作之驗證及確認。 

(2)整併 27 項現行系統為 14 項系統，建置戶役政單一簽入系統、業務應用

軟體線上簽核系統及業務應用軟體無紙化作業，預定 102 年完成資料清

查及內政部與新北市、高雄市戶役政單位更新應用軟體系統平行上線試

辦等工作，並於 103 年 2 月全面上線。 

(3)完成「投票所地點查詢服務」、「役男體位複檢查詢服務」、「網路預

約戶政登記作業」（含「受理大宗戶籍謄本申請服務」）、「戶籍資料

更新跨機關通報服務」、「電子戶籍謄本指定送達」等 6 項網路創新服

務開發，以及提供學童於所讀學校辦理國民身分證初領服務等 6 項提升

戶役政資訊系統跨機關整合服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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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腦硬體及系統軟體建置： 

(1)增設異地備援機制機具設備，確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戶政事務所

戶役政資訊系統不中斷，於重大災害發生造成鄉鎮市區電腦設備無法運

作時，立即啟動異地備援主機，繼續提供業務服務。 

(2)完成內政部、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共計 831 個戶、

役政作業單位所需戶役政主機等設備汰換更新。戶役政主機（含伺服器）

系統處理容量與效能約提升 6.5 倍，主機磁碟陣列儲存容量增加 3 倍、

工作站處理速度約提升 1.5 倍。 

3.增置戶籍相關電腦資料： 

(1)全面核校及查驗親等資料及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其中親等資料已

完成 2,351 萬 8,325 筆，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完成 309 萬 4,948 戶。 

(2)協助戶政事務所全面核校及查驗日據時期戶籍資料及光復後電腦化前

除戶資料之影像與索引、戶籍關聯資料、整補核校戶籍登記申請書及戶

政司人口統計資料掃瞄建檔等 5 項工作，全國整理項目之建檔已完成

8,204 萬 7,435 筆。 

 
   圖 1 新一代戶役政資訊系統服務架構示意圖 

 

(二)行動化服務應用 

1. 規劃建置戶役政資訊系統遠端存取入口點，各戶政、役政作業單位人員持

PDA、筆記型電腦/小筆電（Notebook/Netbook）或行動聯網裝置（Mobile 

Internet Device，MID），以 3G/WiMAX 無線網卡進行連接，即可成為戶役

政行動端末工作站，提供戶政作業單位平時或因應災害緊急應變進行個人

基本資料查詢、全戶基本資料查詢及歷史影像查詢等應用服務。 

2. 端末設備採取 SIM 卡及行動寬頻分享器設定存取密碼，戶役政資訊系統遠

端存取入口點帳號，於申請使用本應用時開設，作業結束立即停用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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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置中介服務主機避免直接存取內部系統，並藉由戶政役單一簽入系統

帳號登入，進行人員控管及稽核，連線全程使用遠端通訊伺服器建立 SSL 

VPN，確保連線及資料安全。 

 
圖 2 遠端存取架構示意圖 

  (三)加強資安防護機制 

1.內政部戶役政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於 97 年 5 月 30 日首次獲得

ISO-27001 國際認證，於 100 年 6 月 15 日再次取得國際認證有效性。 

2.本部戶役政資訊安全監控中心(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SOC)自 101 年 7 月

14 日進駐維運人員，並依據標準作業流程進行各項重要日誌蒐集與異常監

控，運用簡訊及電子郵件自動傳送警訊機制通知相關人員儘速因應處理。 

3.自 101 年 7 月 10 日至 10 月 4 日進行資訊安全管制軟體管理伺服器及全國

戶役政端末工作站強化個人資訊安全管制軟體建置，並依本部戶役政端末

工作站資訊安全控管政策進行硬體裝置、系統設定、USB 管理及文件加密

等管控設定。 

(四)未來展望 

  藉由本計畫之完成，推動戶役政資訊業務流程再造與簡化，加速內部

系統縱向、橫向運作及跨機關業務整合創新應用服務，精簡申辦服務程

序，以節省民眾臨櫃及往返奔波時間，創新政府服務效能。 

二、 社政與勞政資料庫整合平臺 

為強化跨部會資料之整合運用，確實掌握經濟弱勢家戶之特性及需求，

以提升福利服務輸送效能及健全評估機制，本平臺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及請領失業給付與初次求職者為目標對象，運用統計軟體並結合行政區域圖

之概念，且考量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福利、老人福利係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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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之福利項目，爰擴充相關項目至本平臺，供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進行決

策及業務執行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資料查詢及各項統計分析之用。 

  (一)建置情形 

1. 第一階段：以導入「全國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比對資訊系統」為資料來

源基礎進行功能擴充，加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請領失業給付及初次就業者

等資料，並融入 GIS 及分析圖表功能。 

2. 第二階段：擴充加入老農津貼、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等資料源，並視行政院

政策方向同步進行程式介面修正。 
 

 

表 1  平臺新增資料來源 

主管單位 第一階段資料源

(1)低收入戶列冊

(2)中低收入戶列冊

(3)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

(4)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5)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

(6)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7)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8)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1)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2)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

(1)領有失業給付者

(2)初次求職者

本部

社會司

本部

兒童局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二)功能說明 

1. 區域圖分析功能：使用圖形化及 GIS 技術進行資料定位，以淺顯易懂具圖

形概念之方式呈現福利人口群之分布，併本平臺設計圖層之下鑽功能，可

逐層下鑽到福利人口所在地之基層地圖。 

2. 線上分析區功能：提供相關福利津貼之統計數據，僅需點選欲查看之區域

及福利津貼別，即可產製出相關統計數據作為決策參考。 

3. 統計圖功能：產出各種福利個案類型分析、性別分析、福利津貼分析等，

作為決策參考。 

4.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ion 關鍵績效指標)區功能：當月福利人口與前一

月份福利人口之比較，瞭解福利人口成長之趨勢。 

5. 個案搜尋功能(僅限與民眾直接服務關係者)：提供特定權限使用者以民眾

身分證字號查詢其福利身分，供進行家訪之社工人員能事先掌握案家福利

資源配置情形(如領有哪些社福補助)。 

主管單位 第二階段資料源

(1)老農津貼

(2)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3)原住民給付

(4)老年年金

(5)身障年金

(6)身障基本保證年金

本部

兒童局
(1)0~2歲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

(1)全國老人福利機構

(2)全國身障福利機構

(3)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4)遊民收容所

勞保局

本部

社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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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平臺功能分析展示 
 

(三)未來展望 

  運用本平臺整合服務，社政單位成功轉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有

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者)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服務之比例達 98％，未

來將持續運用跨部會資料之整合，確實掌握經濟弱勢家戶之特性及需求，

以提升社會福利服務。 

三、 地政服務即時通計畫 

為推動地政 e 化及便民服務，以擴大電子憑證應用，加速地政資訊交換流

通，強化資源統合共享，透過網路即時通訊機制，提供線上諮詢服務，並提

供地政歷史資料回溯性查詢與列印創新 e 化服務。 

(一)重要成果及效益 

1. 地籍謄本減量及網路應用服務 

(1)推動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業 

a.結合 e 政府服務平台電子付費機制，提供土地登記、測量及地價等 3 大

類 15 項的線上申辦服務項目。 

b.簡化民眾地政線上案件申辦流程，於案件申請完成後，可隨時上網或透

過(PDA)查詢案件辦理進度，掌握最新訊息。 

c.全國 108 個地政事務所及金門縣地政局案件進度單一入口查詢。 

d.行政機關透過本項服務作業取得地籍謄本資料量 97 年度達 450 萬張、98

年度達 680 萬張、99 年度達 810 萬張(筆)、100 年度達 1,000 萬張(筆)。 



 
7 

(2)地政電子資料交換流通服務資訊網 

  為因應需用圖籍機關多元化的地政資料，建置「地政資料交換流通

服務資訊網」，提升各地方政府至全國土地基本資料庫的傳輸、接收之

基礎環境，及運用網際網路結合自然人憑證認證，以單一入口之地政資

料交換流通服務，將地籍圖籍及加值後之圖資提供政府機關或民眾線上

申請、進度查詢、處理結果通知及自動下載所申請之地政資料，提供更

便利地政 e 資料檔案取得。 

  本計畫之政策目標為需用圖籍機關申請地籍圖資之 Virtual Money

收入，97 年度達 1 億 4,800 萬元；98 年度達 2 億 7,116 萬元；99 年度達

2 億 4,817 萬元；100 年度達 2 億 2,955 萬元。 

 

 

圖 4 平臺效益分析 

(3)地籍圖資服務倉儲中心 

  因地政資料應用所涵蓋層面甚為廣大，後續辦理「圖資服務倉儲中

心」系統維運及圖台功能擴充，增加以詮釋資料查詢地籍圖資空間範圍

功能，串接「圖資服務倉儲中心」之地籍圖資，以強化系統效能與操作

便利性，並配合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推動，更新建置「國土資訊系統土地

基本資料庫分組網站」。 

(4)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路免費查詢土地位置

及周邊環境之非「法定用途」的圖資需求。 

 a.結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數值圖」，提供以地號、建物門牌、村里

等方式查詢土地位置，再與「Google Maps」及「Google Earth」結合應用，

月平均查詢量高達 20 萬次以上。 

 b.運用圖形空間資訊檢索與分析技術，開發具「帶路」功能之「地籍位置

導引便民服務系統」，提供民眾位置導引之創新服務。 

 c.配合行動化（Mobilize）服務，開發「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Android

版）」，提供民眾利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即可查詢土地坵形

及位置系統下載量已達 3 萬 7,000 筆以上。 

 

需用圖籍機關申請地籍圖資Virtual Money收入  (萬元)

22,955

24,817

14,800

27,116

100年

99年

98年

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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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平台 

  本平台以「服務導向架構」，導入網路服務(Web Services)概念，並

扮演服務導向架構之仲介者角色，達到地政資訊服務共享。 

2. 建構地政資訊網路訊息服務整合平台 

  建立本部地政司與各地方政府地政局（處）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即時溝

通平台，使各地政單位人員提出之問題，獲得即時協助，並擴大服務至地

政士、不動產經紀人、銀行、法院等人員，以提高行政效率及為民眾服務

目的。為此，本部地政司辦理「內政部地政資訊網路訊息服務案」建置地

政即時通訊環境，整合全國地政即時訊息發送需求建置「全國地政即時訊

息發送中心」，架設完成「地政服務入口網」共用平台。 

  自 97 年系統建置完成、98 年起推廣服務、99 年及 100 年起持續推廣

並擴充系統功能；本系統服務項目辦理成果如下： 
 

表 2 系統服務成果說明 

項       目 單位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地政即時通訊上線累計 

使用人次 
人次 

系統 

建置 
96,790 120,000 150,000 

地政即時訊息發送中心 

即時訊息發送量 
則 

系統 

建置 
140,543 246,458 339,004 

介接民眾 e 管家發送地政 

案件申辦訊息 
則 

系統 

建置 
5,159 24,000 47,500 

地政服務入口網累計到 

訪人次 
人次 

系統 

建置 
8,370 100,000 145,906 

3. 推動地政整合系統 WEB 版 

  因應網路化、ｅ化趨勢，考量未來跨所收件，及審查作業流程變革，

將現有各地政事務之地政整合系統重新開發 Web 版，並整合各地方政府已

開辦服務項目，以因應未來地政發展作業網路化發展需要。 

4. 強化地政資訊安全機制 

  為加強資訊安全以符合國際水準之資安等級，自 93 年 6 月依據 BS7799

國際標準導入資通安全管理系統（ISMS）。於 98 年 6 月通過 ISO-27001 重

新認證工作，取得有效國際認證證書。 

5. 地政歷史資料 e 化服務 

  地籍資料電腦化前之各類登記簿(包括早期舊有土地、建物人工登記簿

及地價冊）等資料以人工作業核發及提供案件查詢，頗為耗時費力，為能

永久保存，經本部多次召開會議研商後，將運用影像處理技術，分年推動

全國各地政事務所各項地籍資料數位化作業，建立全國性之虛擬地籍資料

數位化資料庫，提升資料保存效能，核發數位化「人工登記簿謄本」以減

少地籍紙本謄本申領，加強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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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地政歷史 e 化達成率 

  (二)未來目標 

1. 擴大地政服務之應用廣度 

  強化電子文件之實用性宣傳、促使電子存證服務的實現，進一步增進

電子文件應用之廣面。 

2. 強化機關橫向資訊溝通 

  本計畫開發建置之「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平台」對外服務，引用服

務導向架構(SOA)服務概念，將所生產的圖資發布成標準化的網路服務，

達政府機關資料共享並提升其應用效能之目標。 

3. 打造優質的「網路地政事務所」 

  地政機關應持續應用現代資通訊科技，朝向更深化的跨機關整合服務

平台發展，提供多元化服務內容，逐步打造一個優質的「網路地政事務

所」，實現優質電子化政府目標。 

四、 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之建置與推動 

為因應「平均地權條例」、「地政士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業界稱為地政三法）之修正，提供土地建物買賣、預售屋買賣、土地建物

租賃等實價資訊查詢服務，並藉由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使民眾因房價透明

化而有判斷合理房價之依據，有效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的健全發展，保障消

費者權益，本部（地政司）爰規劃建置「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係整合電子地圖服務機制與智慧型行

動裝置上網趨勢，完成網際網路查詢系統開發，並結合圖資對外提供查詢。

另為便利智慧手機使用，並開發 Android App 應用程式供民眾下載使用，可達

成資訊查詢便利性、豐富性目標。 

未來亦將視實際需要開發 iOS 及 Win8 系統使用之 App 程式，以增加使用

方便性。提供民眾優質與便利的服務。同時考量個人資料隱私的保護，以「區

段化」、「去識別化」為原則提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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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架構圖 

 

(一)雲端機房研議與設置 

  本部地政司與資訊中心規劃本系統雲端化，並完成系統上雲端機房測

試、評估及上線，後續將納入本部「地理資訊圖資雲（TGOS Cloud）建置

計畫」賡續提供服務。 

(二)局部調整系統功能與架構 

  為讓系統上線順利，所做的局部功能限制（如必需輸入鄉鎮市區，每

次查詢量最多 28 筆等），後續開始逐步修改並開放（例如現已可一次可查

100 筆，輸入路名可以更精確查詢等，系統仍正常運作），兼顧民眾使用

本系統之穩定與順利，使服務不中斷。 

(三)未來目標 

  本系統後續配合「居住正義」政策及行政院 Open data 政策，利用網路

與電腦線上公開透明有關不動產交易之實價資訊，以有效健全不動產市場

之交易。 

五、 國土資訊圖資服務平台架構及功能 

於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六大應用推廣分組之中，內政部資訊中心擔任

資料倉儲及標準制度分組召集單位，並建置國土資訊圖資服務平台(以下簡稱

TGOS 平台)，該平台定位為全國地理空間資料及網路服務搜尋取用、瀏覽查

詢與加值媒合之入口，擁有最完整及正確的全國地理資料與網路服務之查詢

目錄與詮釋資料庫，並作為全國地理資料與網路服務供應的仲介者，使用者

只需於 TGOS 平台，透過查找詮釋資料，即能輕易發現哪裡有想要的相關地

理資料與網路服務，內容是什麼，該跟誰申請，有什麼供應或限制條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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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社會大眾及各機關（包括政府、民間及學術機構），可以很方便地在單一

平台上發現何處有自己想要的地理資料與網路服務。 

 

圖 7 國土資訊圖資服務平台架構圖 
 

TGOS 平台包含一般網頁訊息、資料倉儲、詮釋資料編輯系統、資料申請、

系統管理、網路服務 SOA 及 TGOS 地圖等主要功能，而歷經多年推廣營運的

實際經驗，將繼續應用最新技術或創新觀念，在既有的架構中，開發出符合

使用者需求的新功能或服務。 

(一)分工完善的加盟節點管理機制 

  TGOS 平台是透過加盟節點的介接方式，採用『集中管理、分散處理』

模式，讓各單位所產製的圖資得以發揮更大的價值，促進全國地理資訊公

開化及資源共享的目的，加盟節點依照參與的作業程度與規模，可分為四

種類型，包括目錄節點、實質資料供應節點、網路服務供應節點及閘門型

供應節點，目前 TGOS 平台之加盟節點單位數已有 75 個，加盟圖資數量已

累計有 1,269 筆。 

(二)親和友善的系統網頁 

  為讓一般使用者可立即體驗 TGOS 平台的妙用，特將無需登入使用的

功能集中於網站首頁中，包含一般查詢的地址查詢及 KML 查詢，專業查

詢的圖資查詢及網路服務查詢等功能，而且一般使用者可進行圖資或網路

服務的申請，可大幅簡化申請程序及節省時間，而在登入系統後，則依據

帳號的角色不同，提供相對應的進階功能提供使用，讓使用者能以簡馭

繁，不會再迷失於複雜的連結之中，減輕一般使用者的壓力及負擔，讓

TGOS 平台更易於使用同時更能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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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豐富詳盡的 TGOS 圖台 

  運用 ArcGIS Server 最新之前端應用系統及圖資服務整合技術 Flex API

進行開發，底圖則採用預出圖(map caching)技術改善展示效能，並提供三種

底圖，依序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所發行之路網數值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之正射影像圖及國家太空中心(臺灣大學分送中心)

之福爾摩沙衛星二號影像，使用者可自行選擇所需之底圖進行瀏覽，並可

套疊各加盟節點所發布之 WMS 服務，提供更為彈性便利的地圖服務。 

  另更新整合線上地圖工具，除提供一般地圖操作工具外，為讓使用者

能更充分使用 TGOS 平台所匯整的豐富圖資及網路服務，將各加盟節點所

提供的網路圖資服務(WMS)，依照其圖資類別區分為九大類，並依單位循

序排放，讓使用者可先利用 TGOS 圖台進行瀏覽與檢視，可同時將多筆圖

資套疊於上，或利用查詢介面進行 WMS 圖層關鍵字搜尋功能，便於圖台

上找到所需的圖層。 

  提供行政區定位、道路定位、座標定位、地名及地標定位，以及全國

門牌地址定位(TGOS 開發的全國門牌地址定位網路服務)，讓使用者能夠於

單一地圖平台中順利找到自己的目的地，無需絕對完整或正確的地址，便

可依據關鍵字或鄰近門牌地址位置找出其目的地。 

 
圖 8  國土資訊圖資服務平台定位畫面 

 

(四)完整易用的全國門牌地址定位網路服務 

  利用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建置網路服務

專屬網站提供申請及線上完整說明，並於 101 年 4 月推出第二代全國門牌

地址定位服務(V2.1)，目前已有 49 個單位共計 62 個系統申請使用，服務呼

叫次數累計已達 2,400 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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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展望 

  地理資料倉儲的建立，旨在提供使用者完整的 GIS 資料；這些資料的

需求及運用範圍十分廣泛，從橫向觀之，必須結合各單位產製的不同圖

層，自縱向觀之，對於每一項圖資的需求有其時間變數的需求，前者借以

進行圖疊，以產生新的主題圖（Theme map），可供特定業務運用如：防

救災、國土規劃……等，後者則提供了軌跡追尋及空間模組分析的基本素

材，這些特性亦正是倉儲與一般資料庫不同之處。 

  加強推廣 NGIS 的角度規劃建置全國地理資料倉儲中心，除政策方面

的考量外，對於各資料庫分組或各專業領域的角色及分工，均應有清晰而

具體的定位，將更積極的投入資源結合民間及學界力量，並規劃運用雲端

架構以滿足未來的巨量圖資及對於穩定的服務的需求，藉此提供一個完善

的解決方案，並有效提升我國 GIS 產業之能量。 

六、 自然人憑證推動策略 

為使「免書證謄本」、「免填申請書表」、「無紙化申辦」、「單一窗

口」、「多據點、多管道、24 小時服務」等線上申辦服務能夠被廣為信賴及

接受，有賴完備之金鑰基礎建設（Public-Key Infrastructure，PKI）提供線上身

分認證及安全保密機制。因此自然人電子憑證發證認證工作可說是「電子化

政府」的基礎建設，提供簡政便民服務。 

自 92 年發證以來，截至目前(101 年 11 月 20 日)為止，自然人憑證發證數

已超過 308 萬張，各機關開發提供民眾使用之應用功能計有 1,679 項，累計總

使用人次超過 1 億 4 千萬人次上網應用自然人憑證。以單一使用人次可節省

自然人憑證持卡人相關費用(如交通費)估算，可節省經費約 140 億元。 

自然人憑證以穩健推動、技術委外服務、使用者付費、申請便民及採用

高安全等級 IC 卡等原則推動，並積極推廣各單位開發應用，包含：成立「自

然人憑證推動及應用小組」進行深度規劃，發展具質量之創新應用，以實質

提升使用人數，積極協調各部會辦理自然人憑證應用推廣工作，並從需求面

開發民眾迫切所需的關鍵性應用系統；辦理優良應用系統評獎活動，鼓勵各

單位積極開發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辦理自然人憑證介面程式(API)教育訓

練，使各單位充分了解開發應用系統方法。 

自然人憑證為求創新突破現有實體設備之框架，甫於今(101)年 5 月配合

財政部 Android 平板電腦網路報稅服務，提供民眾使用個人之自然人憑證 IC

卡產製行動代理軟體憑證，方便用戶於平板電腦也能進行網路報稅。 

為提供多元化電子化政府便民服務管道，自然人憑證與國內四大超商合

作，在超商門市之多媒體資訊工作站(例如：ibon、FamiPort、life-ET 及 ok go)

提供相關自然人憑證應用服務，今(101)年 7 月 16 日首推「地籍謄本下載列

印」，本項服務可方便民眾使用家中的電腦連結「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網

址 http://land.hinet.net)線上申請，到便利超商列印地籍謄本，目前提供之服務皆

採「使用者付費」方式，民眾使用此項服務僅需自行支付 A4 紙張黑白單面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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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之費用，每頁新臺幣 2 元。目前本部正積極協調相關政府機關單位，並規

劃於便利超商申請及列印地籍謄本作業同時辦理，期能在便利超商透過自然

人憑證就能享受到政府安全之便民服務。 

自然人憑證結合便利超商多媒體資訊工作站便民服務平臺(以下簡稱本平

臺)為保護憑證管理中心所持有之相關憑證持卡人個資安全，本平臺與憑證管

理中心相關之發證系統完全隔開，對四大超商則以專線方式連線，所有交易

資料不會在網際網路上受到攔截或竄改等。 

 

    圖 9 自然人憑證結合便利超商多媒體資訊工作站便民服務平臺架構圖 
 

自然人憑證未來將以便民為出發點積極規劃推動創新，未來推動目標包

含：提供政府雲端服務分享共用之資訊安全基礎建設、配合無線網路行動服

務趨勢提供行動化服務、建立自然人憑證資訊共同驗證雲端服務平台及提供

優質安全之網路身分認證機制等；在民眾對自然人憑證需求日增之情況下，

為使民眾能持續使用自然人憑證，透過網路申辦享受優質簡政便民服務，本

部將賡續提升政府整體服務品質，並配合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發展工作，持

續辦理強化自然人憑證應用服務相關工作，期能使民眾對於政府提供之便民

服務更有感。 

七、 1996 內政服務熱線單一窗口諮詢整合服務 

內政部為更快速有效地回應民眾意見與需求，整併所屬民眾服務專線電

話，成為中央各部會第一個推出單一窗口服務熱線的機關，並運用 ICT 技術

整合話務中心與原有的電信環境、網路、資訊平台進行整合介接，以及建置

服務知識庫系統、跨機關通訊平台及案件追蹤管考平台等應用系統，達成內

政單一窗口諮詢服務。 

(一)服務目標 

1. 成立內政部單一窗口服務專線電話中心，避免民眾因記憶多個號碼而產生

混淆，提供民眾第一線適時的諮詢服務，以單一窗口轉接民眾服務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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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客服資訊系統，透過民眾相關電話資訊，以強化內政部暨所屬機關專

線電話之服務績效管理與掌控。 

3. 改善為民服務流程，透過電話通訊技術及資訊管理系統，提供民眾整合性

服務，扮演內政百寶箱的角色，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知識庫，隨時隨地提

供方便、安全及貼心的優質生活資訊服務。 

4. 建構統計分析知識庫系統及基礎內容，進而主動蒐集相關資訊、建立正確

之回覆答案及作業流程，使知識庫內容更加豐富建全。 

5. 拓展單一電話專線之業務範圍，提供更多元之電話服務，並運用新科技之

整合，強化單一電話專線面對災害或臨時狀況時之應變能力，作為緊急專

線之備援話務中心。 

(二)系統架構 

  本部各專線服務電話、總機與 1996 內政服務熱線透過 E1 線路及 

ICT 系統整合，讓所有來電可透過系統進線、分配至各專線及話務人員，

使各話務系統無縫接軌後再進行電話門號整併。 

1. 整合多元資料來源：資料標準化及彙整後以提供各單位介接應用，如常見

問答及諮詢服務。 

2. 智慧搜尋：資料內容及種類分類後，提供話務人員快速關聯式搜尋，即時

回復民眾諮詢問題。 

 

      圖 10  1996 內政服務熱線系統網路架構圖 
 

(三)服務說明 

    1996 內政服務熱線服務時間從每日上午 8 點至晚上 10 點，全年無休，

其服務範圍包括內政業務諮詢、電話轉接、陳情處理、檢舉貪瀆處理、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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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服務及社福轉介等六大項服務。民眾來電所提服務需求，接線人員依問

題性質，採直接回覆、電話轉接、三方通話或案件派送等方式提供服務。 

  

圖 11  1996 內政服務熱線服務說明圖 
 

(四)服務成果 

  1996 內政服務熱線於 100 年 11 月 24 日正式營運至 101 年 10 月底止，

總進線量計 5 萬 8,276 通、有效案件 5 萬 2,002 件、有效案件進線比例 89%、

接通率 95%、平均通話時間 250 秒；其中直接回覆占 60%、轉接服務 37%、

派案服務 3%。按業務類型前五名案件依序為：社會司 28%、戶政司 14%、

地政司 8%、兒童局 8%、及營建署 6%，整體滿意度達 95%以上。 

(五)未來展望 

  隨著社會快速變遷，民眾需求亦趨多元化，政府各項政策及法規必須

配合及時檢討修正，未來將強化「1996 內政服務熱線」宣導，使民眾熟知

尋求內政服務諮詢及協助之管道；另一方面藉由績效考核強化本部各單位

暨所屬各機關接案處理積極度，並加強與政府其他資源的連結，期望藉由

公部門的橫向及縱向聯繫，落實專線實質服務內涵，強化政府服務效能。 

                                  (本文由內政部資訊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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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訊－資訊政策 
 

●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方案 
為兼顧「應用價值」與「產業產值」之推動方向，行政院已於本(101)年 11 月

15 日通過將原「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更名為「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方案」，

並調整計畫內容，在兼顧「應用價值」與「產業與經濟產值」發展原則下，擬定五

大發展策略，包括：推動民眾有感應用、建構創新應用之開發能量、奠定系統軟體

基礎、落實雲端基礎建設，及發揮綠色節能效率。行政院期望透過建置政府雲端服

務，帶動國內資通訊產業發展，並調整「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指導小組」之架

構，設置「應用推動組」與「產業發展組」，其中「產業發展組」由經濟部主責推

動，「應用推動組」則由行政院研考會主責推動，並成立「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

展推動辦公室」，協助輔導各政府雲之規劃與建置，落實「先軟後硬」之原則，透

過該方案共用基礎設施之精神，達到政府預算「節流」之目的。 

方案完整內容網址如下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WebArchive/4725/雲

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方案%20.pdf。 

                     (本文由行政院研考會資訊管理處楊蘭堯分析師提供) 

 

●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加值應用 

 善用民間創意 發展跨機關便民服務 
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是促進公民參與的第一步，經由政府資訊的開放，可促使

跨機關資料流通，提升施政效能，滿足民眾需求，強化民眾監督政府的力量。配合

雲端運算及行動服務時代來臨，在政府資源有限下，善用民間無限之創意，整合運

用政府開放資料，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加值應用，發展各項跨機關便民服務，更是行

政院推動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發展的重要主軸。歐美主要國家及世界經濟論壇、世

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近年來亦大力倡議及推動「開放政府」作為政府治理及服務創新

之重要策略，已蔚為國際趨勢。 

為加速推動政府資料開放，行政院科技會報已分別召開中央及地方公開資料加

值推動策略會議。另配合行政院確立兼任資訊長二級制的政策，行政院於 101 年 7

月任命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ICI)總召集人張政務委員善政兼任行政

院資訊長，並於政府建立資訊長制度後的首次 NICI 會議通過行政院研考會所提「政

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建議」，續親自於行政院第 3322 次院會報告。行政院長陳冲在

院會指示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可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滿足產業界需求，對於各級政府間或各部會間之決策品質均有助益可見其重要性，

各部會應自民眾的應用面發想，思考使用端之需求，在規劃時也要考慮到機器讀取

介面的必要性。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今後將藉由「資料開放民眾與企業運用」、「以免費為原則、

收費為例外」、「資料大量、自動化而有系統的釋放與交換」3 步驟，並配合「主動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WebArchive/4725/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方案%20.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WebArchive/4725/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方案%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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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民生優先」、「制定開放資料規範」、「推動共用平台（Data.gov.tw）」、「示範

宣導及服務推廣」等 4 大焦點策略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工作。資料開放的類型初期將

以便利民眾生活及提升生活品質為優先，例如食、醫、住、行、育樂、就業、文化、

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等類別，期透過政府資料開放，促成跨機關與民間協同合作與

服務創新，創造民眾、政府、業界三贏局面。 

 
圖：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 

 

(本文由行政院研考會資訊管理處陳怡君科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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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訊－重要資訊計畫 

●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 102年度工作重點 
有鑒於國土資訊系統對國家與區域發展之重要性，行政院於民國

79 年責成內政部成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歷經 87 至 92 年

「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與 93 年起實施之「國土資訊

系統計畫(基礎環境建置第二期作業)」，完成多項空間資料之基礎

建設成果。嗣為提升推動層級，行政院於 95 年調整國土資訊系統

組織架構，由行政院經建會擔任召集單位，協助跨部會工作分組、

整合、溝通與協調，於 96 年研擬「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

十年計畫」，同年 7 月 9 日報院核定後實施。茲以國土資訊系統涉

及各級政府機關相關資料之縱向與橫向供需關係，錯綜複雜，爰請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就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之主要

部會，依序說明其計畫內容與 102 年度工作重點，俾增進相關機關

之瞭解與配合。 

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辦部分 

  (一)計畫內容概述 

1.加速各項國土資訊系統整體推動計畫，並執行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先期審議作

業，以及跨部會工作分組整合、溝通與協調工作。 

2.更新公共建設計畫空間影響評估作業平台資料，並進行後續空間影響評估作

業平台建置工作，完成空間分析及審議功能模組，供相關公共建設計畫審查

委員會議作為評估與決策之參考。 

3.彙整分析政府單位相關計畫成果與執行成效(含未納入本計畫之部分)，分析

目前計畫執行情況與公務預算使用狀況，並提出專業諮詢建議。 

4.根據不同之圖資產製特性與各級單位之運用，持續推動地理空間資料更新維

護機制納入行政流程，進而建構更為完整之圖資流通與運用機制。 

5.加速推動「國家發展應用分組」與「GIS產業應用與企劃分組」計畫，並強

化國家發展與產業發展相輔相成之關連性。 

6.建置國家地理空間圖資服務及備援中心，彙整及備援全國數值地理空間資

料，統一提供檢索、查詢、瀏覽、套疊、流通服務，進而提供空間分析與技

術諮詢等服務。 

(二)102年度工作重點 

1.技術支援空間影響評估作業。 

2.持續擴充「空間決策支援平台分析模組」。 

3.編製 101 年度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及查詢網之更新與維護。 

4.NGIS 國家發展規劃應用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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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召開各項專案會議、工作會議與委員會議。 

6.國土資訊系統相關計畫先期審議行政作業。 

7.擴充與維護 NGIS 小組知識庫檢索系統。 

8.持續推動各單位之「地理空間資料更新維護機制納入行政流程」。 

9.辦理「國土資訊系統成果」資訊展參展事宜。 

10.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應用分組之輔導及推動作業。 

11.協助建置國家地理空間圖資服務及備援中心第一期作業。 

12.協助辦理空間資訊海外拓展與兩岸交流參訪作業。 

二、內政部主辦部分 

(一)計畫內容概述 

1.辦理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倉儲及網路服務平台建置、推廣及營運作業。 

2.檢討國土資訊系統資料標準及流通供應問題，研擬解決建議方案，並引進ISO

國際標準及OGC開放式規格，以建構符合世界潮流及最新資訊技術之分散式

GI共享環境。 

3.輔導各受補助縣市政府，規劃縣政資訊化業務、執行基礎資料之建置工作及

應用系統之開發與加值應用。 

4.建置各階層統計區分類系統圖資及其相關空間資料庫、詮釋資料庫，供作各

種社會經濟資料統計發布之基礎。 

5.開發統計區對位系統，將現行社會經濟資料，透過系統轉化為具有空間資訊

之社會經濟空間統計資料，實現生活化、全民化、專業化的社會經濟地理資

訊系統。 

6.培訓國土資訊系統相關主管人員、基礎作業人員、地理資訊處理技術等講習

或訓練。 

7.建立通用版電子地圖成果更新維護機制，以利永續經營。 

8.整合國土測繪資訊，建立國土測繪資料管理、維護、流通、供應、加值平台，

建立通暢便捷的測繪資料流通供應環境。 

9.研訂通用版電子地圖測製作業規範、通用版電子地圖內容、標準及品質檢核

作業規範。 

(二)102年度工作重點 

1.辦理國土測繪資訊整合流通系統建置及營運計畫、國土利用調查等資料。 

2.辦理國土資訊系統相關標準制度檢討規劃。 

3.辦理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倉儲及網路服務平台建置、推廣及營運作業。 

4.鼓勵國土資訊系統應用業務--建立國土資訊系統統計區及社會經濟統計地

理資訊應用系統、開發地理資訊為民服務應用業務等。 

5.建置土地使用分區基礎資料庫，滿足國土及區域規劃、國土復育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檢討之資料需求，提升施政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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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訂「台灣地區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維護及推動計畫等。 

7.辦理公共設施管線資料管理供應系統暨公共管線資料庫作業分組之資料庫

擴充建置計畫。 

8.培訓國土資訊系統相關主管人員、基礎作業人員、地理資訊處理技術等講習

或訓練。 

9.辦理都市計畫分區管理系統。 

10.辦理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 

11.辦理國土利用監測。 

三、經濟部主辦部分 

(一)計畫內容概述：自然環境基本資料庫分組及各工作分組，自97年至104年，

持續推動整合既有6工作小組之最新資料，進而擴展自然環境之整合規模及

新增經濟地理資訊圖資建置計畫，期建構一完善的資訊整合平台，納入各類

資料之建置成果與資料及自然環境資料網路服務，提供跨領域與網路傳輸整

體基礎圖資，內容包含： 

1.經濟地理資訊圖資建置計畫，納入包含產業、經貿、能源、工商服務、商品

檢驗與智慧財產等統計資料建置。 

2.水利地理資訊決策支援系統中長程實施計畫，統合河川海岸組、河川勘測

隊、水利行政組、第一至第十河川局等之圖資。 

3.地質圖資建置及整合供應計畫，推動工程地質探勘資料整合建檔，彙整地質

主題資料，將彙整地質文獻、活動斷層、水文、溫泉、岩石礦物、地表形態

特徵、工程環境地質等主題； 

4.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建置及推廣計畫，以礦業及土石資源資料庫為

底，建立國土礦業資料倉儲系統平台。 

(二)102年度工作重點 

1.礦務局辦理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計畫。 

2.資訊中心辦理自然環境資料庫整合供應倉儲建置。 

3.中央地質調查所辦理地質圖資建置及整合供應計畫。 

4.資訊中心辦理經濟地理資訊圖資建置。 

5.水利署辦理水利地理資訊決策支援系統。 

四、交通部主辦部分 

(一)計畫內容概述：在核心圖資建置方面，將持續辦理「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

數值圖」之各圖層資料擴充建置及更新作業，並蒐集參考各項可靠圖源（如

各縣市地址門牌位置資料、地形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各

圖層資料、農航所像片基本圖、航空照片、衛星影像圖…等）。在資料管理

供應方面，將規劃開發建置「交通網路資料庫資料管理供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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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年度工作重點 

1.路網空間資料擴充納入凡車輛可通行之道路或其他類型路網資料(如步道、

自行車道等)。 

2.參考未來政策、市場需求及使用者意見擴充增建路網數值圖屬性資料。 

3.建置電子地圖服務網站，以達推廣之成效。 

4.回歸以行政流程建立與道路主管單位資料流通機制，有利即時取得道路異動

資料，完成動態更新路網數值圖目標。 

5.交通網路基礎圖資蒐集、彙整、建置、流通及維護更新。 

6.各類GIS-T應用系統蒐集、彙整及規劃建置。 

7.交通網路資料庫管理供應系統(倉儲中心)規劃開發。 

8.系統成果推廣與人員教育訓練。 

9.建立永續經營機制，隨時維護交通網路資料庫最新資料。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部分 

(一)計畫內容概述：為落實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生態資源資料庫分工任務，本

計畫執行內容如下： 

1.建立分組資料藍圖，依國土治理目標，辦理各項核心及基礎性空間圖資建

置，包含核心航遙測影像，生物、棲地環境及土壤等生態資訊，及農、林、

漁、牧、植物有害生物疫情與山坡地災害監測等各項利用管理資訊。 

2.配合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推動及審議小組作業，辦理分組領域標準制度訂

定與推行，串聯跨單位資料整合應用。 

3.建置分組資料流通供應環境，建立各項加盟流通制度，辦理資料分享。 

4.辦理分組資料及功能網路服務建置與應用推廣，支援決策分析。 

(二)102年度工作重點 

1.發展分組領域應用分析網路服務5項。 

2.建置航攝核心圖資，製作正射影像5,000幅，發布全國及災害即時影像服務。  

3.建置基礎圖資： 

(1)更新野生物分布圖2,000幅，建置國家公園生物分布基礎資料60,000筆，植

物標本空間分布資料5,000筆及GIS圖資100幅。 

(2)建置更新農地利用主題圖資10幅，建置農田坵塊現況圖資1,000幅及一年2

期轉作休耕田空間分布資料，辦理畜牧場污染防治空間資訊整合校對

2,000場，建置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澎湖縣地區農地土地覆蓋圖資

230幅、2,584平方公里及更新台灣西部平原區域主要農作之農地土地覆蓋

資訊7,100平方公里。 

(3)漁業地理圖資建置更新10項。 

(4)南投縣、彰化縣北部土壤調查2,607平方公里。 

(5)辦理WMS、WFS及Web Services等發布作業，供各界介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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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合GIS技術發展單位倉儲與應用系統，強化國土資訊系統服務導向架構之

資訊基礎建設，發展國內農地利用管理、生物多樣性、海洋漁業及環境管理

等決策服務資訊。 

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部分 

(一)計畫內容概述：本計畫持續蒐集環境地理資料，擴展與國土資訊系統之整合

流通，藉由持續健全資訊內容，增進環境管理之決策品質，以落實整體環境

品質及確保居住生活品質，達成國家整體競爭力之提升；藉由整體資料標準

之研擬、制定，及整合應用系統及GIS系統之持續更新擴充，達到環境永續

發展之宗旨。 

(二)102年度工作重點 

1.持續更新及維護環境地理共用平台資料庫，蒐集及整合環境品質來源資料。 

2.持續供應開放之環境品質資訊或環境地理圖層(shp、kml)，提供SOA服務。 

3.將圖資產製、更新及供應等作業，納入整體行政作業流程。 

4.規劃建置以環資部整併機關為範圍之GIS網路服務平台，並開發所需功能。 

5.規劃以環資部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間GIS協同作業平台。 

6.發展行動應用環境地理資訊服務，建置共通性行動應用功能模組。 

7.配合國土資訊系統資料標準之推動，持續更新環境品質地理資料。 

8.以雲端架構為基礎，規劃GIS網路服務管理軟體及資料庫管理系統。 

9.持續強化環境品質地理資料庫之資訊設備，維持資料中心之資安防護體系。 

10.橫向擴充空間影像資料服務平台軟硬體設備，支援整合性系統平台運作。 

11.辦理環境品質地理資訊系統及資料倉儲使用操作及成果說明會。 

12.持續取得及更新共用之基本圖資及快取式圖資，擴展圖資加值服務應用。 

                         (本文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曾詠宜技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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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國土資訊系統 

  國土資訊系統係結合全國各種具有空間分布特性之地理資料，以

分工合作方式，達到資料共享與多目標應用之整合性分散式地理資訊

系統，而各機關在開發地理資訊系統時，常使用農林航空測量所產製

之正攝影像圖資，作為系統底圖，「資訊通報」爰請農航所專文報導

「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此外，臺中市政府為國土資訊系統績優之

先導示範機關，特邀具有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豐富經驗之市府資訊中心

張忠吉主任，介紹台中市政府圖資雲之推動現況與未來展望，供讀者

瞭解政府機關有關地理圖資產製、供應，以及推廣應用情形。 

●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簡介 
壹、緣起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以下簡稱本所)，是專責的航空攝影測量單位，辦理航

空攝影、航測製圖、農林航測調查及遙感探測業務。為配合農糧署稻作面積調查

計畫，每年會針對平地區域拍攝 2 次的影像，山區約 2 年航拍 1 次，本所保管之

航攝資料自民國 65 年至今，已經累積數量龐大而極具歷史價值的影像資料。如何

有效管理與供應如此巨量的資料，是本所近年來的重要課題。 

目前本所供應之航攝圖資大致可分為「原始影像」類、「正射影像」類，其中

「正射影像」類因具有坐標屬性，成為各機關在開發地理資訊系統時，常需使用

之底圖圖資。因此，本所常供應大量的正射影像檔案予各單位，各單位再將正射

影像處理為系統底圖，這樣的流程幾乎使用同樣的圖資、同樣的工作，最終達成

同樣的目的。而如此的工作無形中造成了政府人力、設備與各樣資源的重複投資。 

有鑑於各界廣泛圖資應用的迫切需求，本所即在國土資訊系統(NGIS)架構下，

朝向整合航攝影像及資料流通共享的方向發展，著手規劃航遙測影像資料整合、

儲存、查詢、提供及應用等需求，建置全面整合之航遙測影像資料庫，以期全國

各界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共享之航遙測資料及資訊。 

貳、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ASO Taiwan Image supplier and services System,ATIS)建置 

為達成資源快速流通、共享應用之目標，本所在台灣全區航遙測資料庫建置

計畫中，規劃以五年期程建立一圖資供應平台－「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以提供

快速且集中的圖資瀏覽、查詢服務，本平台包含後端的資料管理及前端操作介面

作為圖資瀏覽的平台，開放使用者線上進行圖資查詢、瀏覽等多項功能。 

一、「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主要模組：為配合實際使用者之應用，發展出不同

的模組，「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提供之功能大致分為以下 3 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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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網頁版(以下簡稱 ATIS Web) ： 

主要提供一般民眾基本圖資定位、查詢及套疊功能。在 ATIS Web 介

面上，使用者可透過地理定位查詢特定位置後，直接套疊本所產製之最新

版本且解析度高的正射影像。 

＊ATIS Web 網址：http://ngis.afasi.gov.tw。 

(二)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單機版(以下簡稱 ATIS Client)： 

ATIS Client 專供本所內部製圖流程及圖資供應使用，主要功能為產製

流程之圖資管理、圖資查詢、下載、訂單登打、圖資加註浮水印等售圖操

作，目的在簡化流程、提高效率。 

(三)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以下簡稱 WMS)： 

鑑於目前各界對彩色正射影像的需求量大增，為達成資料流通、共享

之目標，本所整合全台最新的正射影像圖資供各政府機關介接使用。另為

降低使用單位之負擔與技術進入門檻，本所使用符合開放地理空間資訊協

會 OGC(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標準的 WMS 服務，讓有需求的單位可

使用市面上支援 WMS 標準之套裝軟體或自行開發系統介面來申請使用，

提供政府機關建置地理資訊系統時之圖資介接服務。 

＊WMS 申請方式：政府機關以公文申請，並提供使用目的、連線 IP、聯

絡人等資訊，本所審核後以公文通知。 

二、「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建置歷程 

本所自 96 年起進行「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建置工作，歷經航攝資料

整理規納、建置倉儲、平台及對外服務等工作如下圖示，並概略說明： 

http://ngis.afas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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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規化轉置本所航空攝影影像及像片掃描影像計約 700TB。 

(二)結合本所航空攝影圖資產製流程，使倉儲管理結合業務流程，開發符合業

務計畫管理與對外售圖流程之管理系統。 

(三)建構以本所航拍影像資料為基礎之『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作為影像流

通之平台。 

(四)建構本所圖資對外之 WMS 服務，使有效推動航遙測影像供應流通目標，

落實資料管理供應及國土資訊系統推動之計畫目標。 

(五)進行本所各版次正射影像圖資、像片基本圖、林區圖及衛星影像相關資料

之倉儲整備作業及服務發布，有效擴大服務的圖資項目。 

(六)簡化售圖作業，操作人員可由圖資供應平台查詢圖資後，直接下載所需資

料，除了可有效節省人力、物力及時間外，更提高圖資使用之正確度，亦

達成售圖流程一貫化之目標。 

參、「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成果 

一、 以往 ATIS-Web 需以自然人憑證登入，自 100 年 1 月起至 101 年 4 月止使用

人次 9700 餘次。為便於更多民眾利用本系統，本所已於 9 月取消自然人憑

證登入措施，使用者可直接使用系統。 

二、 截至 101 年 8 月止，已接受 81 餘個政府機關 WMS 介接申請，並持續增加

中，本所提供之服務為全台最新版次正射影像(如圖 1)，介接之單位可透過

網路地圖共通標準(WMS）即時連結本所發布之影像(如圖 2)。介接單位可

同步應用最新服務，而不需額外設備、人力、用電，大幅提昇介接單位之

方便性與使用率。 

三、 目前本所以最新版「全台正射影像」一般類圖資提供介接服務，為因應各

使用單位需求，於 101 年 9 月起新增「各版次正射影像」服務(如圖 3)測試，

預計於 102 年起正式提供「各版次正射影像」WMS 服務。 

四、 由於本所於 97 年起即逐步提供 WMS 服務，並改進服務架構，對於圖資瀏

覽速度上已有顯著提昇，圖資反應時間可在 6 秒內完成，並可於服務單位

數量增加後，橫向擴充服務能量，確保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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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所全台最新版次正射影像 

 
圖 2 內政部 TGOS 平台使用本所 WMS 

            

 

圖 3 本所各版次正射影像 
 

五、 2011 至 2012 年各單位介接使用分析如下： 

(一)100 年度提供各單位介接使用次數計 106 萬餘次，各月份統計次數如圖 4，
單位使用次數如表 1。 

(二)101 年度 1 至 7 月，提供各單位介接之使用次數計 74 萬餘次，各月份統計
次數如圖 5，單位使用次數如表 2，使用次數最多為「農田水利灌溉管理
與營運應用計畫」。 

(三)由 2011 至 2012 年 WMS 服務次數如圖 6，WMS 使用次數逐年大幅增加，
可見其對於流通共享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本所圖資流通效益隨之擴大。 

 
圖 4  2011 年對外 WMS 服務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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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 年度對外 WMS 服務單位使用前 5 名統計 

介接單位 使用次數

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 449,369

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土地基本資料庫分組 277,305

TGOS 166,324

全國下水道工程竣工圖資成果 65,200

水土保持及農村再生業務 27,301
    

 

 
圖 5  2012 年 1-7 月對外 WMS 服務次數統計 

 

 

表 2  2012 年 1-7 月對外 WMS 服務單位使用前 5 名統計 

介接單位 使用次數

農田水利灌溉管理與營運應用計畫 424,283

TGOS 122,34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8,998

水土保持及農村再生業務 21,141

國有土地圖資展示圖台 19,874  
 

 
圖 6  2011 至 2012 年 WMS 服務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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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平台 100 年度獲頒「TGOS(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倉儲及網路服務平台)加盟

貢獻獎」及金圖獎之「最佳應用系統獎」，並於今(101)年度榮獲 TGOS 績

優加盟節點-「NGIS 供應系統獎」。 

肆、結語 

一、「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整合了本所圖資產製之交換流程，有效利用儲存

空間。透過圖資的集中儲存、傳遞，可加快資料流通與減少重覆儲存的資

源浪費。 

二、隨著平台逐年的建置，大幅提升為民服務品質，縮短民眾購圖時間。待系

統完成後，圖資結合詮釋資料，民眾可於家中使用網路查詢或瀏覽相關資

訊，並確定欲購買資料後再下單或至本所購買，每位民眾可省下許多時間，

整體節省購圖的成本將更為可觀。 

三、在圖資供應流通上，最重要的轉變之一，是將實體檔案的提供，轉換為 WMS

服務來提供影像，配合影像更新機制，前端的使用者，不需花費精力於版

本的管理與更新，即能使用與本所一致的資料。基於全台正射影像最新版

次的 WMS 服務經驗，本所將逐步擴充現有服務，並規劃陸續建置「航空

照片」的 WMS 服務。 

四、使用 WMS 服務後，介接機關可省去購買影像、軟硬體建置、系統開發、資

料維護、電力消耗等成本，將有限的經費，作更有效的運用。 

五、隨著本平台的建置即將完成，本所將更積極的推廣相關應用，透過使用量

的上昇，本所將由資料的提供者，進一步成為服務的提供者，並需持續進

行圖資服務的能量擴充與品質的提昇，以達成資料流通與共享。 

(本文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黃誌勇技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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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圖資雲之發展與應用 

壹、 前言 

2010 年在五都形成後，為因應民意需求及展現市政建設績效動機之驅動，建

置施政共同平台，即所謂的戰情中心，必須滿足不同族群的供用者；包括不同階層

的公務人員及廣大的民眾。這種種因素，牽動了資訊通科技如何結合 MIS 及 GIS

資料面以因應加值應用平台發展及打造智慧城市，並藉由參與國際組織的評比展現

臺中市在寬頻環境、數位內涵及創新服務等科技智慧化之努力成果，以提升城市的

知名度，將本市推上國際舞台。 

而全球的資通訊技術的發展，在這階段也有了極大的變化，從雲端運算建構到

行動化裝備的普及，同時 3D 視覺化也形成了使用者介面的一大風潮。 

隨著 3D 技術等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3D 立體技術正革命性地影響和改變著人

們的溝通、工作和生活方式。實際上，3D 技術已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

廣泛應用於電影電視業、建築設計、工業設計、醫療、測繪與建築設計等領域。臺

中市在國土資訊系統(NGIS)推動歷程中，一向位居前列，曾作為基礎環境建置作業

第一期之示範城市，升格後之大臺中市，在空間資訊建設方面，面臨了資料面最嚴

峻的挑戰，亦即原臺中縣核心資料的不足與陳舊，在應用面較欠缺具體實務。因此，

為因應臺中市合併升格後的地理資訊整體發展願景之推動，本府規劃地理資訊雲端

基礎朝向應用目前國際上通用 3D GIS 平臺來整合大臺中所有相關地理資訊，並建

置市政資訊整合服務平臺，展示本府推動之重大建設資訊，以達到本府推動智慧城

市之地理資訊整體發展推動策略。 

貳、 3D GIS 平臺之評估-近代 GIS 技術應用潮流 

因 3D GIS 技術的快速發展，平臺的效能及功能各有差異，如何選擇適合的   

3D GIS 平臺，除需考量自身的需求外，就使用者而言不外乎對於系統效能、平臺相

容性、資料格式支援度以及歷史影像檢索等。臺中市政府於整合 3D GIS 平臺之評

估因素包括：系統效能須滿足政府及民眾之需求、使用端平臺相容性、支援多種地

理資料格式、歷史影像檢索功能、具備高效能與操作便利的 3D GIS 平臺。 

除此之外，再從技術、安全性、功能、效能及管理等面向考量，未來建立空間

資訊雲端運算，從 GIS 圖資之維護，流通供及加值服務等階段需求，本府採用 Google 

Earth Enterprise(以下簡稱 GEE)作為地理資訊的發佈平臺，由於 GEE 採用顯示串流

技術，將地圖資料經由網路傳送至使用者端電腦上，使用者操作過程中不會因為顯

示範圍改變而需耗費太多等待時間，及藉由 GEE 可建立本府機關內部的私有球。

此外，其整合與操作門檻低，不需複雜的 GIS 技術即可使用圖資，同時也是目前普

遍被使用者所接受的一套平臺，並支援離線圖資與行動裝置之開發。另可在 Google 

Earth Client 上自定搜尋方式，如門牌、道路名稱、道路編號、郵遞區號。並提供套

疊車輛追蹤軌跡、可整合既有 GIS 系統、支援 WMS、SuperOverlay、 KML 套疊圖

層，而各機關未來在加值應用方面，可以結合原有 GIS 工具軟體或原有 GIS 應用系

統所建立之主題圖資，採用不同方式介接，共享資源而不重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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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中市政府空間圖資雲的推動發展現況 

一、導入與建置 

3D GIS 供同平臺的導入建置，為臺中市政府空間圖資雲的推動首要之務，

需整合之空間基礎圖資包括 1/1000 地形圖、門牌位置資料、地籍圖，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圖)、行政區域等。 

本府已將蒐集或產製之資料(向量圖資、影像圖資與地形資料、既有 3D 建

物模型部份)透過 GEE 之資料融合器(Google Earth Fusion)匯入後，製作成為 GEE

專屬資料，再由資料發佈器(Google Earth Server)發佈成為前端所使用的 2D 圖資

或 3D 圖資(如圖 1)。 

目前自臺中市「數位地圖館」主題圖資篩選依據排除 AutoCAD DWG 檔 34

項、MapInfo Tab 檔 265 項及其他格式 53 項， 符合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所支

援之圖資格式共有 193 項，此外依據資料提供限制為不公開或提供條件排除 32

項，並篩選相同資料有 TWD67 與 TWD97 的部分，保留 TWD97 的部分共計本年

度匯入圖資 93 項。 

數位地圖館圖
資清單匯整

圖資坐標系統
設定

圖資名稱英文
化

圖資屬性名稱
英文化

匯入GEE 
Fusion Server

建立
圖資詮釋資料

2D與3D通用底
圖建立

2D與3D通用底
圖配圖設定

WebGIS 2D與3D
圖台服務發布

影像處理 特殊資料處理

 

圖 1  資料匯入及發佈作業流程 
 

 

二、大臺中圖資雲整體架構 

為因應「雲端服務技術」(Cloud Services)潮流，地理資訊服務亦可導入雲端

服務機制，採用平台即服務（PaaS）的服務型態來發展。 PaaS 是指提供了一個

資訊開發人員的平台，最終用戶編寫自己的程式碼於 PaaS 的供應端上傳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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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API 服務，並在網絡上服務。因此，臺中市政府所擁有或管理的許多 GIS 資

料或技術即可以服務的方式來實現，藉由將 GEE 2D、3D 圖台發佈成 API 服務，

並建構於市府內部之共通平臺，俾便其他應用需求機關或單位得以透過網際網

路取得所需的地理資訊資料及圖台環境，無需自行購買 Web GIS 軟體及申請或

購買圖資，即可依業務需求客製化開發單位所需之業務地理資訊系統，並達成

全面共享地理資訊之目標。 

平臺遵循雲端服務及服務共享架構發展趨勢、以及 OGC 頒布之各種開方式

地理資訊標準，以規劃空間資訊服務共通平臺架構(如圖 2)。，期望能夠在一個

共通平臺架構下整合目前府內各單位所開發或將開發之服務資源，讓各單位資

料之資料流通更為通暢且創造出服務組裝與流程整合以產生新型應用之契機。 

大臺中圖資雲整體架構

服務引用

單簽登入

重大建設計畫
空間資訊系統

試作系統
臺中市建築管理資訊網

民眾免登入

臺中城市
悠游

市政重大
建設

GIS網站
連結

後台
管理

(今年度建置)

功能服務圖資服務

臺中市空間資訊服務共通平臺

(現有服務功能)

WFSWMS
Web

Service
後台管理

(擴充)

2D地圖服務

3D地圖服務

圖資服務

基本功能

進階功能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圖資匯入

服務
發布

(流通供應)

服務
發布

數位地圖館 其他GIS系統

服務
發布

圖資流通及介接規範

平臺營運計畫

 

圖 2  大臺中圖資雲整體架構圖 
 

三、應用實例與雛型 

應用系統開發方面，係透過試作應用系統，一方面可以建立資料整合模式，另

一方面則可進行雛型功能展示。開發試作應用系統的主題規劃，將以市府相關單位

實際需求進行規劃建置，使系統可真實符合單位的應用需求，先選定市政資訊整合

服務平臺及違章建築查詢服務，前者為展現臺中市所推動之重大建設計畫之施政績

效，市政資訊整合服務平臺規劃｢亮點計畫｣，以展示各重大建設計畫及其隸屬標案

工程之計畫執行情形(如圖 3)，係利用本府亮點計畫管考模組及標案管考系統中的

重大建設案件資料庫；結合空間維度資料呈現，將計畫資料依據其所紀錄之空間坐

標轉換為具備屬性之點位資料於 GEE 圖台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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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市政資訊整合服務平臺 
 

後者則用於當民眾打電話進都發機關抱怨某處施工吵雜，都發機關人員須前往查看

是否屬於未申請之違章建築。此時，可透過門牌地址定位找到被申訴地點，並可透

過相關圖層(建築線、建築物、法定空地、地籍)之套疊，並可於圖台上顯示相關資

訊(如圖 3,4)。 

 

圖 3 地籍之套疊 

 
圖 4  3D 建物之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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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未來發展 

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後，臺中市政府未來各項行政業務將更加多樣化，機關間互

相依存程度增加，協同作業將愈趨密切。同時，轄區擴大，廣大的治理範圍讓空間

資訊化管理更形重要，因此，如何有效地、即時地進行協調與整合、如何管理地理

資訊基礎資料及整合資訊服務，已成為市政推動之重大課題。 

另為因應近代空間資訊加值運用發展趨勢及基於雲端的未來發展趨勢，建構雲

端服務以減少資訊系統建置時間與降低系統性風險，提升服務效率與品質；臺中市

政府規劃整合服務平臺，旨在提供各機關透過平臺，進行資料及服務之流通、展示

及加值應用，目前僅運用有限之經費、時間、人力牛刀小試，未來將依平臺服務發

展架構(如圖 5)，逐步整合空間資訊之建置維護流通及加值等各階段作為,簡述如次： 

(一)地理資訊服務共享平臺主要以現有地理資訊倉儲系統為基礎，並透過本府

擬定之共通性規範來介接倉儲系統所發佈之圖資。 

(二)就各局、處現有應用系統經常使用之圖資、資料及服務，發布介接功能及

機制。 

(三)以 GEE 作為空間資訊整合服務平臺，逐步建構臺中市之空間資訊雲端專屬

地球。 

 

 

圖 5  臺中市政府圖資雲發展架構 
 

伍、 結論 

傳統 GIS 圖台介面，依各家 GIS 軟體之特性，各具優勢，然在新一代平台介面

與實際操作，結合資料、3D 視覺化、集中化(雲端運算)、行動化(平板電腦、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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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ICT 發展趨勢，在未來十年的 GIS 推動，甚難置身事外，國際間對 GIS 雲端運算

大幅運用趨向，不難看出潮流，國內各機關之 GIS 共同平台的建構，亦應適當預為

規劃準備。 

臺中市政府 3D GIS 共同平台實際導入時，已依據整合圖資的便利性、系統平

台的穩定性、整理的效能的容受程度、組織內部管控的安全性、操作及運用的彈性

等原則進行評估建置。 

未來將藉由各局處資料彙整至平臺，並與其他資料套疊後，各單位將不需各自

建置 GIS 圖台，只要介接此平臺提供的服務，就可在自有的系統中呈現地圖、正射

影像、3D 建物、地形圖等各項資料。由統一的雲端服務中心發送所需資料，可節

省經費，避免重複浪費資源。此外，GEE 乃單位內部之私有球，可完全進行圖資匯

入以及系統開發之客製化作業，作為本府後續發展市政資訊整合平臺之重要基石。 

為持續推動臺中市空間資訊發展，後續將以分期分階段方式達成所設定目標，

並建立完整之圖資雲管理與維護作業規範，以促進大臺中圖資流通供應及加值應

用，提升機關間地理資訊整體服務，普及於各單位業務需求之應用系統發展，提高

系統開發效率，降低開發成本，達到｢資訊整合、服務共享、績效倍增｣目標。 

(本文由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張忠吉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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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要保機構財務資料傳輸及應用 

作業簡介 
壹、前言 

金融機構之健全營運及金融秩序之安定，乃維繫國家經濟成長與金融發展之重

要因素。因此，政府為保障存款人權益、維護信用秩序、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

乃於民國 74 年制定存款保險條例，並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共同出資設立中央存

款保險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專責辦理存款保險。 

為妥善管理承保風險，並確保要保機構所支付之保費與其風險相當，本公司與

各類要保機構之金融監理主管機關合作，透過金融監理共享平台等系統取得要保機

構之重要財務資料與經營資訊，以有效掌握要保機構經營現況，並作為本公司計算

保費與即時導正要保機構經營風險之依據，整體作業之結構如圖一。 

本公司取得之要保機構經營資訊主要包括要保機構金融檢查之資料、申報主

管機關之財務資料、及每日提供本公司之重要財務資料。其中金融檢查資料係來自

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提供之金融機構檢查報告，申報資料依不同類別分別

來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理資訊共享平台」(銀行類)、農委會農業金融局

「網際網路申報系統」(農漁會信用部)與本公司之「金融機構網路傳輸監控系統」

(信用合作社)，每日重要財務資料則透過本公司「金融機構網路傳輸監控系統」傳

送至本公司。 

要保機構金融檢查報告之資料、申報財務資料與每日傳輸的重要財務資料，分

別經本公司「檢查資料評等系統」、「申報資料評等系統」、「申報資料排序系統」、

各銀行

(網路申報資料)

各農漁會
信用部

(網路申報資料)

各信用
合作社

(網路申報資料)

網際網路
申報系統

農業委員會
(農業金融局)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金融機構網際網路傳輸監控系統

檢查資料
評等系統

申報資料
評等系統

存款保
險費作
業系統

檢查局
(檢查資料)

金融監理資訊
共享平台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申報資料作業

申報資料
排序系統

圖一 要保機構財務資料傳輸及應用作業之結構圖 

http://www.mof.gov.tw/
http://www.cb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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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金融機構網際網路傳輸監控系統」運算後，將運算產生的檢查評等資料、相關

財務比率、申報評等與排序資料提供給本公司「存款保險費作業系統」及「金融機

構網路傳輸監控系統」，作為本公司計算各金融機構適用之費率、辦理保費計收與

進行承保風險管理之基礎。 

貳、系統軟硬體架構 

一、 網路架構 

二、 硬體規格  

(一)伺服器規格：Ultra Sparc III 1.2GHz CPU*4、32G RAM、Sun Fire E2900 

(二)作業系統：Solaris8 

三、 軟體作業環境 

(一)資料庫：Sybase ASE 12.5 

(二)開發工具: PowerBuilder 

(三)系統架構：Client-Server 架構 

參、系統功能說明 

一、檢查資料評等系統 

    由金管會檢查局提供「檢查報告摘錄表」之資料，計算每個評估指標之

比率，再依權數、配分計算其評等得分，以提供風險管理處人員及相關主管

瞭解目前金融機構之檢查基本資料及評等得分，作為本公司掌握要保機構之

經營風險評估外，並定期提供各監理機關作為監理之參考及本公司計收保費

之使用，系統功能如下： 

網際
網路

各銀行

各農漁會
信用部

各信用
合作社

金融監理資
訊共享平台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網際網路
申報系統

農業委員會
(農業金融局)

防火牆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DMZ

網際網路資
料傳輸系統

要保機構財務資
料傳輸及管理作
業相關系統

圖二 要保機構財務資料傳輸及應用作業網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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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參數設定：提供設定系統執行時需使用之各項參數，如各類金融機

構之管理人員等。 

(二)編輯及運算作業：提供管理人員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提供之

檢查報告摘錄表之資料，並計算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營

利性、流動性、市場風險敏感性與其他共七類評估指標之比率，再依權

數、配分計算該金融機構之「檢查資料評等得分」。 

(三)管理性報表作業：產出各類管理用的報表，如金融機構之財務資料與指

標得分表、等級統計表、例外管理名單、等級變動圖表等，提供本公司

風險管理處人員及相關主管瞭解檢查基本資料與評等得分，掌握金融機

構之經營風險。 

(四)資料下載作業：提供檢查基本資料、評等資料與差別費率相關之電子資

料下載功能，供本公司進行更深入之資料分析與強化風險管理。 

二、申報資料評等系統 

    系統功能類似檢查資料評等系統，惟其係擷取各金融機構之申報資料以

及檢查評等系統之管理能力資料，計算每個評估指標之比率，再依權數、配

分、及風險調整項計算評等得分，系統功能如下： 

(一)系統參數設定：提供設定系統執行時需使用之各項參數，如重大差異標

準、警訊標準等，以及提供資料鎖定與解鎖之功能。 

(二)資料匯入作業：提供匯入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理資訊共享平

台」、農委會農業金融局「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本公司「網際網路傳

輸系統」擷取之申報資料，以及「檢查資料評等系統」之管理能力資料，

並計算資本適足性等七類評估指標之比率，再依權數、配分與風險調整

項計算各金融機構之「申報資料評等得分」。 

(三)資料編輯作業：提供申報資料之修正、風險調整項之編輯與資料異動後

重新計算申報資料評等得分之功能。 

(四)管理性報表作業：產出各類管理用的報表，例如金融機構之財務資料

表、申報評等等級統計表、例外管理名單、管理能力風險調整扣分明細

與警訊報表等，提供本公司風險管理處人員及相關主管掌握金融機構之

經營狀況與風險。 

(五)資料下載作業：提供申報財務資料、評等資料與差別費率相關等電子資

料下載功能，供本公司進行更深入之資料分析與強化風險管理。 

 三、申報資料排序系統 

    由全國金融機構申報之財務報表中擷取部份之財務資料，計算每個評估

項目之各項重要指標值，並依警訊處理規定，篩選出應加強分析名單做為金

融檢查及監督工作執行之參考。  

(一)資料運算作業：由金融機構之申報財務資料，計算各項評估指標之比率、

平均數、標準差、標準化得分、排序、屬性排序、總排序與產出警訊。 



 
39 

(二)資料編輯作業：編輯申報排序資料報告之說明內容。 

(三)管理性報表作業：產出各類管理用報表，例如金融機構之重要財務資料、

指標資料、各類異常與警訊資料、排序資料與變動圖表等，提供本公司風

險管理處人員及相關主管掌握金融機構之經營狀況與風險。 

四、存款保險費作業系統 

    依據申報資料評等系統與檢查資料評等系統產生之要保機構風險差別

費率評等得分，及向金管會申報之資本適足率，核算風險差別費率，並辦理

應收保費估算、保費收費、資料輸入、收據書函與報表列印，系統功能如下：  

(一)保費估算作業：提供本公司於預先估算金融機構適用之差別費率與保費，

並列印應收保險費明細與要保機構費率通知書，通知金融機構辦理繳費。 

(二)保費收費作業：提供本公司管理金融機構繳交保費之匯款或支票資料。 

(三)審核及收據處理作業：依據金融機構提供的保險費基數及保險費計算表等

相關資料辦理保費審核、審核不符之補繳與退費、及列印收據等作業。 

(四)統計報表作業：產出各類統計報表，例如保險費收取情形之統計表與明細

表，金融機構評等得分、資本適足率及適用費率之統計與明細表，保費收

入相關報表，營業稅與印花稅計算表等等。 

(五)資料維護與下載作業：提供對本公司要保機構基本資料及聯絡資訊維護功

能，以及保費收入、保費基數分析資訊之下載功能，供本公司進行後續分

析或研究使用。 

五、金融機構網路傳輸監控系統 

    提供全國金融機構將每日重要財務資料，透過本系統傳送至本公司，將

每日重要財務資料加以分析並產生警訊，通知各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專責人員

即時採取必要之措施，同時整合檢查評等系統等其他各系統之重要資訊，供

風險管理決策者參考。  

(一)系統參數設定：提供設定系統執行時需使用之各項參數，如警訊標準、金

融機構屬性、變動率計算區間等設定功能。 

(二)查詢及報表列印作業：產出各類管理用的報表，包括每日重要財務資料之

明細與變動圖表、警訊資訊、金融機構基本資料、風險評等資料、排序資

料與各類申報報表，提供本公司風險管理處人員及相關主管整體性的金融

機構經營狀況與風險資訊。 

(三)警訊原因編輯作業：提供警訊原因之編輯功能。 

(四)資料下載作業：提供下載金融機構每日提供之重要財務資料，供本公司進

行更深入之資料分析與強化風險管理。 

肆、系統效益 

一、要保機構財務資料傳輸及應用作業整合「檢查資料評等系統」、「申報資料

評等系統」、「申報資料排序系統」、「存款保險費系統」與「金融機構網

路傳輸監控系統」而成，檢查及申報等原始資料進入系統後，即由系統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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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出各金融機構之各項財務資料、警訊、風險評等得分、風險差別費率與

保費金額。各運算項目間之資料處理均由系統自動處理，大幅節省人工作業

時間。 

二、對久未金融檢查之要保機構、財務狀況短期內轉壞之要保機構、及新成立尚

未有金融檢查之要保機構可及時透過申報資料瞭解風險營運狀況，並適時的

反映在風險費率上，不需仰賴金融檢查即可進行風險之監控與鼓勵要保機構

建全營運。 

三、系統提供設定警訊標準並產出各類異常與超逾警訊報表，即時提醒本公司風

險管理專責人員金融機構各類風險之變化，並函請要保機構辦理改善，或請

主管機關督促改善，強化本公司承保風險控管之效能。 

四、系統提供各類明細、統計、管理性資料之查詢、報表列印及下載功能，協助

提升本公司管理與決策品質，下載資料亦得輔助進行更深入之分析與研究。 

伍、結語 

近年來，隨著金融自由化的腳步，金融跨業及金融商品之全球化已成為我國金

融發展之潮流，雖然金融業得因此蓬勃發展，其亦面臨更高度、更多元之潛在風險。

為了提供存款人最佳保障，並避免金融機構為追求收益走向高風險發展而忽略整體

健全的重要性，本公司爰大量運用資訊系統來協助進行要保機構財務資料之蒐集、

警訊分析及後續之風險控管與保費計收作業，確保本公司能隨時掌握要保機構之經

營風險及財務狀況，確實保障存款人之權益。 

 (本文由行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室蘇席儀副科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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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人事 

●考選部 
考選部資訊管理處專門委員由資訊管理處科長蔡蕙仲升任，原專門委員陳素貞

退休，派令自 101 年 10 月 26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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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臺北市「1999 市民熱線服務」創新整合 e化服務 

 榮獲 WeGO「傑出電子化政府獎」 
臺北市政府「1999 市民熱線服務」創新整合 e 化服務，於 11 月 13 日榮獲世界

電子化政府組織(World e-Governments Organization of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WeGO)獲頒「傑出電子化政府獎(Outstanding e-Government Prize)」。世界電子化政府

組織係由世界各地城市及地方組織合力組成的國際性團體，於 2010 年成立，致力

於在電子化政府的基礎上，透過城市間的相互合作，追求城市的永續發展，該組織

目前共有 53 個會員城市。本年度首次辦理 WeGO Awards，旨在表彰和推廣世界上

各城市、地方政府或公共組織等，利用資通訊技術以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務的做

法，以評選出電子化政府成功案例。臺北市以 1999 市民熱線的成果，於分屬 21 個

國家，共 33 個城市的 47 個提案中，獲選「服務」類之「傑出電子化政府獎」。 

本次 1999 臺北市民熱線獲獎，主要是 1999 服務以「一通電話，全面服務」為

宗旨，經由資訊系統整合及優化，建立後端共通平台系統，並在市府各機關協同合

作下，有效整合機關資源，簡化作業流程、創新應用、提升服務效能，以成為市民

生活中的好幫手。1999 市民熱線自 2008 年 7 月 3 日啟用迄今，已服務逾 800 萬通

市民來電，平均每月處理話務量約 18 萬通，任務完成率高達 97%以上，並獲得高

達八成市民的肯定。 

 
臺北市政府 101 年 11 月 13 日榮獲 2012 WeGO 傑出電子化政府獎，由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張家生局長(右 1)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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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智慧城市」建設榮獲 WITSA 傑出公部門獎 
臺北市政府以「愛在臺北，智慧城市(Love@ Taipei, A Smart City)」為主題，提

供市民與遊客享有最便利的網路生活及 24 小時不打烊的市政服務，在 101 年 10 月

23 日於素有全球資通訊界奧林匹克之稱的 2012 WCIT 大會中，榮獲 WITSA（世界

資通訊服務聯盟）的傑出公部門首獎(Public Sector Excellence)。 

WITSA 會員來自 74 個經濟體，佔有全球 90%以上的 ICT 市場，自 1978 年以來，

每兩年舉辦 WCIT 大會，該大會向被譽為資通訊界的奧林匹克大會。為表彰全球公

私部門在資通訊應用上的卓越成就，自 2000 年開始，WITSA 每兩年假 WCIT 大會

辦理全球卓越資通訊科技獎(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的提名及評獎，分別針對

公部門、私部門、數位機會及永續成長等領域進行評選。經全球 70 個經濟體的票

選肯定，臺北市榮獲傑出公部門獎，並於 WCIT 晚宴中，由臺北市政府資訊局長張

家生代表領獎。2002 年時，臺北市就曾以「網路新都」的建設成果，榮獲 WITSA

的傑出公部門獎。暌違 10 年，今年在中華軟協的推薦下，再度獲得該獎，亦為此

獎項開辦以來，唯一曾獲選兩次的公部門組織。 

臺北市此次勝出的主要原因，係以寬頻基礎建設與多元應用服務，將臺北市建

設成為世界第一的無線網路應用城市。為便利民眾透過無線網路存取各項資訊服

務，臺北市推出「Taipei Free」免費無線上網」，讓民眾可以透過各地的 Wi-Fi 熱點

享受行動上網的便利；並推動政府資訊公開(Open Data)暨加值應用，引進民間需求

及創意；此外，「愛台北，市政雲服務」利用雲端科技成功打造「三螢一雲」的全

通路服務，使民眾可以不受時空限制透過電視、手機、網頁獲得整合的市政服務。 

 

臺北市政府 101 年 10 月 23 日榮獲 2012 WITSA 傑出公部門首獎，由臺北市 

政府資訊局張家生局長(中 3)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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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頒獎典禮 
法務部與教育部共同舉辦之「第五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頒獎典禮，已

於 101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10 時，假Ｙ17 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行，由法務部長

曾勇夫及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德華主持頒獎典禮。 

挑戰法規知識王頭銜 升學加分有採計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除了針對各獎項得獎者，有實質的獎金鼓勵外，

凡參與本項競賽活動之高中職學生組成績優異前 5 名者，可納入大學入學推薦甄選

加分項目。自 103 學年度起，國中學生組參賽成績優異前 5 名者，亦可作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競賽項目」之採計項目。 

法規競賽增設「家長組」 親子闖關超級夯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為法務部與教育部自 97 年起共同合作舉辦之一

系列法治教育推廣及競賽活動。本屆共計 60,973 人次闖關，國中學生組由高雄市

大義國中吳姿瑩同學、高中職學生由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中徐敬軒同學等共 10 名

學生獲獎，家長組計有屏東縣立大同高中曾癸開等 3 名家長獲獎。 

另外，「學校推動成效獎」國中學生組獲獎學校為臺南市立永康國中、宜蘭縣

立東光國中、宜蘭縣立順安國中及桃園縣立經國國中；高中職學生組獲獎學校為高

雄市私立樹德家商、新竹市私立光復高中、高雄市立三民家商及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全國法規創意教案 法治教學應用典範 

「第五屆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經評審委員嚴謹的評選過程，國中組

評選出高雄市立路竹高中附屬國中部師秀玲老師等前 3 名與佳作 1 名作品，高中職

組評選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林美秀老師等前 3 名與佳作 2 名作品。 

本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詳細得獎名單，請參閱競賽活動網站(https://law.

全國法規.tw/index.aspx)最新消息公告。 

 
法務部部長曾勇夫、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德華與本屆各獎項得獎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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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報 

●敬邀各機關報名參與行政院研考會「深化 Web 2.0互動應用」  

試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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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 2.0 的重要思考議題是，如何更強調與民眾的互動性及深度結合政務推動

的模式，本次試辦活動將以美國政府公民及移民部、澳洲政府移民及公民部、日本

武雄市政府等所採取的 Facebook「深化互動模式」為範本，作為下階段我國推動及

輔導各級政府機關導入 Web2.0 深度應用的示範模式。 

詳細說明，請參考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 http://www.webguide.nat.gov.tw/－最新

消息公告之「深化 Web 2.0 互動應用」輔導申請說明。

http://www.webguid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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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資訊通報」徵稿 

一、通  告：公告或與資訊有關之法令、規章及機關自行研訂與電腦資訊有關之各種辦法、實

施要點與規定等。 

二、單位介紹：新設立之資訊單位介紹，包括成立時間、組織架構、任務及其資訊人員之編制概

況。 

三、機關動態：(1)組織類：各資訊單位之組織、編制及任務變更。(2)人事類：各資訊單位科長以

上人事異動。(3)設備類：各資訊單位新裝、汰換電腦設備之時間及新設備功能、

配備之簡介。 

四、作業報導：介紹各資訊單位自行開發或優良之應用作業系統功能、系統架構及決標資料，可

為其他單位援用或開發之參考。 

五、專題報導：可供參考引用之各項電腦調查結果及個人所著專論、研究報告等。 

六、新知介紹：可引介資訊人員閱讀，但不涉及推介商品之國內外新科技、知識之人個人專著或

譯文。 

七、網站動態：各機關資訊網新增之資料項目、功能及服務窗口等。 

八、經驗交流：個人所著之資訊作業實務經驗及心得報告。 

九、簡  訊：與電腦資訊有關之訊息。 

十、活動預報：預告有關機關或團體所舉辦與電腦資訊有關之各項展覽活動、會議或徵文等活動。 

十一、研討會預報：預告與電腦技（學）術有關之各項研討會、專題演講及訓練課程時間及內容。 

十二、其  他：如定期發作之電腦病毒，或提供人與事徵求啟事及有關問題之諮詢等服務事項。 

 

投稿方式： 

一、E-mail：infor@rdec.gov.tw。 

二、傳真：(02)2380-3863。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電子報網址 http://www.dgbas.gov.tw/imc62。 

若有任何建議，歡迎與我聯絡 02-2380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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