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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組織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及編制表於 101 年 7 月 2 日經臺北市議會第 11 屆

第 8 次臨時大會第 2 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該局資訊室改制為資訊教育科，並自

101 年 8 月 1 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資訊處業於 101 年 7 月 2 日經臺北市議會第 11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

第 2 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將於 9 月 18 日改制為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機關動態-人事 

 行政院 
行政院 101 年 7 月 10 日院臺人字第 1010137137 號函核定改派張政務委員善政

為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總召集人，並為行政院資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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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分析師吳志高自 101 年 9 月 1

日調升組長，科長徐嘉臨調升高級分析師，分析師陳怡君調升科長，設計師周智

禾調升分析師，助理設計師郭哲宏調升設計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資訊中心主任一職，由原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簡任技正

葉加榮升任。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警政署資訊室李主任相臣於本(101)年 9 月 2 日自願退休，自該日起由副

主任賴淑賢代理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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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何昇龍於 8月 9日調陞高級

分析師，並兼代原職。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資訊處設備網路組組長鄭信一於 101 年 7 月 16 日調職，任教育局

資訊室主任。 
 

臺北市政府資訊處應用服務組組長潘瓊如調任設備網路組組長，原職務由股長

陳志明代理。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圖書暨資訊處處長一職，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由張忠誠處長

接任。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一職，自本(101)年 8 月 1 日起由楊鎮華主任

接任。 

http://jhyang.lst.ncu.edu.tw:808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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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中心主任一職，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由陳榮堅主任接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一職，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由

陳昭和主任接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一職，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由數位

內容科技學系副教授羅豪章兼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電算中心主任一職，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由陳灯能主任接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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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服務流程改造 

  行政院 99與 100年度政府機關電腦作業效率查核作業，經實地瞭

解桃園縣政府與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藉由跨機關之協調整

合，積極改造服務流程及創新服務型態，並善用有限人力與經費，有

效達成政府服務流程改造「臨櫃服務一次 OK：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

目標，充分發揮簡政便民之效益，「資訊通報」特邀桃園縣政府與臺中

區監理所撰文，分享其實作經驗。 

 桃園縣政府「免書證免謄本便民(含謄本書證)系統」服務 

 介紹 

壹、緣起 

為配合「電子化政府」的推動，實現「多用網路、少用馬路」之理念，桃園

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於 91 年中即積極規劃「免書證免謄本便民系統」，建置本府

縣政資料庫，以期達到資料共享之目的。在本府相關機關及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全力配合下，桃園縣政資料庫 -「免書證免謄本便民系統」於 92 年 4 月 1 日正式

啟用。透過本系統提供申辦業務查詢、書證謄本列印、報表稽核及資料安全認證

與傳輸等功能。經 4 期系統建置及功能擴充後，目前民眾有 9 類申請案件免檢附

書證謄本，包括：1.戶籍謄本、2.土地登記簿謄本、3.建築物登記簿謄本、4.地籍

圖、5.建物測量成果圖、6.商業登記、7.工廠登記、8.使用執照存根、9.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 

當申辦窗口受理民眾申請案件時，申請案件條件如有需上述書證謄本證明

者，承辦人員僅需透過電腦即可協助民眾查詢及確認，必要時也可列印書證謄本

以資佐證，民眾不必到戶政或地政事務所等機關申請戶籍、地籍相關謄本，不但

省去來回奔波的時間，也可省下申請書證謄本的費用，相關機關更能提供即時的

便民服務，以提昇縣府總體行政效能，目前使用本系統之機關包括本府所屬機關

及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計有 59 個機關，逾 500 項以上業務項目可供查詢，每月

平均成功查詢次數約 4 萬 5,000 次。    

貳、服務介紹 

本系統有關便民服務之推動，如以辦理「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即有建築物接水

接電申請」為例，申辦民眾僅需提供正確之申請資訊予申辦窗口，並在民眾授權

下，承辦人員將主動印列民眾之戶籍及地籍謄本，即可同時完成本案申請作業，

免除民眾需先至本府戶所及地所申請相關謄本之程序及不便。 

為提升本府對弱勢族群的照顧，從 98 年起即用心積極思考如何為本系統新增

財稅(財產、所得與稅籍)謄本功能，提供財稅謄本證明免檢附之服務，以減輕弱勢

民眾在申請社會福利津貼時的負擔與不便，期能以更主動快速簡便的方式，協助

民眾獲得補助，經過多次與相關財政機關溝通及行政院研考會的協助下，本系統

於 100 年 4 月開始進行規劃，並於 101 年 1 月系統正式上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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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申請民眾符合本府開辦之福利資格者，均可向本府或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申辦窗口申請相關福利津貼補助，申請民眾在申辦補助案件時，均可免檢附申辦

案件所需之財稅謄本證明文件，服務內容包含下列 4 大項： 

1.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2. 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補助。 

3. 身心障礙者生活津貼。 

4. 單親暨中低收入戶兒童少年生活扶助(含特殊境遇子女生活津貼) 。 

基本上，本項服務已包含 80%以上社會補助案件，自本項謄本提供查調服務

以來，每月查調案件量逐月增加，從 1 月份查調 32 件增加至 7 月份 380 件，截至

7 月 30 日止，總查調案件次數為 1,040 次，總查調人次共 4,993 次。 

然而，本府各機關所核發之執照或證照等證明文件，以往並未建置系統統一

管理，為有效管理及保存此類證明文件，並提供資料進行篩選比對、媒合及輸出

等提供相關單位再利用，遂建立本案之謄本書證查驗整合系統，統一收存，提供

跨機關業務使用，本系統於 101 年 1 月上線啟用，至 101 年 7 月已整合本府 4 個

機關納入之 6 項證明文件，供各機關使用： 

1. 文化局：桃園縣政府演藝團體登記證、桃園縣政府演藝團體查驗證明、及

桃園縣街頭藝人活動許可證。 

2. 勞動局：理事長證明書。 

3. 衛生局：心肺復甦術暨自動體外電擊器合格證書。 

4. 原民局：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 

對於本府各機關之前未納入系統管理之證明文件（如謄本、執照或證照等），

已逐步於系統登錄，以利資料管理及後續之資料保存，有效減輕承辦人管理證明

文件之作業時間，從本年 1 月截至 7 月 30 日止共建置證明文件資料 477 筆。 

  茲以圖示有關申請本府申辦社會救助補助案件之服務流程： 

過去申辦補助案件時，需先至戶政、稅捐等機關申請相關謄本，才能至申辦窗口

完成申辦案件，如圖 1。 

 

 

 

 

 

 

 

 

 

 

 

申辦窗口 

 
戶政事務所 

稅捐機關 
申辦民眾 

圖 1 社會救助補助案件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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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要到案件申辦窗口，由承辦人在電腦上查詢及列印即可，如下圖 2。 

 

 

參、服務特色與效益 

一、減免公文、查調時效快 

減免本縣各申辦機關須定期/不定期函文至稅務機關(國稅局或本府地方稅

稅局)申請所需之財稅謄本證明，除快速讓申辦民眾申請到所需之津貼，也減輕

申辦人員函文查調財稅證明文件的負擔。另外，對於申辦民眾不必舟車勞頓先

至稅務機關申請財稅謄本證明，再至本府申辦窗口辦理相關之補助案件，更可

節省申辦民眾申請謄本之費用與舟車返往時間及車資，尤其是對於行動不便的

民眾更是一大福利措施。 

二、整合本府各項申辦系統 

透過與本府多項資訊系統整合(如線上申辦整合系統、社政資訊管理系統、

謄本書證查驗整合系統等)，提供民眾更完善的申辦服務作業，如民眾利用線上

申辦申請身心障礙者停車證或使用執照圖說影印，可直接在線上系統填寫所需

申請資料，再配合免書證免謄本便民系統確認申請資格，即可完成申請作業，

不必親自至本府申辦相關服務，亦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此外，社政資訊管理

系統紀錄之相關申請民眾之資訊，配合免書證免謄本便民系統之戶籍查詢，既

可核對民眾申請之身分，更可讓申請民眾免檢附戶籍謄本證明，均是利用系統

整合，節省民眾往返申請窗口時間及車資。 

三、提升資料之保密性及安全性 

(一)利用 IP 鎖定使用機關，確保系統不被未授權機關人員使用。 

(二)查調檔案雙重加密，除配合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針對身分證加密外，並

對於傳送檔案進行加解密處理，確保資料傳輸之安全性與機密性。 

(三)所有查調人員之查調紀錄均有 log 檔作紀錄，定期及不定期進行稽核，以

確保資料在合法授權下被使用。 

(四)查調資料每周定期清除，降低資料洩漏之風險。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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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保存利用更方便 

透過共同管理整合平台建檔之資料，可以有效地以電子化方式保存已發放

之證明文件，減少紙張的使用，以及臨櫃人員之作業時間，更可快速從系統中

查調所需之資料，進行後續的確認、審核、歸檔、查詢及利用等相關作業。 

肆、結語 

長久以來，縣府以簡政便民為工作目標，思考如何提供予民眾更好、更便利

的服務，同時也能減輕承辦人員的工作負擔，所以持續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便民

服務項目，同時也朝向簡化本府作業流程，讓申辦民眾可以更簡便、更快速申請

所需之津貼及相關服務，藉由政府服務流程改造，提升為民服務品質、落實單一

窗口，以及節能減碳之施政目標。 

         （本文由桃園縣政府資訊中心資訊管理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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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違規強制執行系統」簡介 
壹、前言： 

在政府機關資訊系統普遍委外開發建置情況下，臺中區監理所(以下簡稱本所)

資訊室自行研發 BIS 系統之監理業務 e 化系列，計有影像條碼系統，違規強執系統

及支（匯）票傳送系統等，益顯本所厚植資訊人才及節省公帑的用心。本(101)年

4 月，行政院電腦作業效率查核小組至本所考核，得知本所自行開發許多簡政便民

的系統，因而希望經驗分享，本文謹就交通違規強執系統，簡要介紹其建置過程、

功能、處理流程及效益，並說明各項服務流程改造措施之作法及其成效。 

貳、系統介紹 

 一、建置過程： 

本所自民國 96 年起，以按月支付租金方式，委由廠商規劃設計交通違規強執

作業系統，主要功能有：送達證書及裁決書影像掃描存檔，因該系統新增功能之

維護租金費用龐大，遂請資訊室張良文先生以開發汽車燃料費條碼影像掃描系統

(BIS system)的經驗，再研究開發違規強執作業系統，以節省公帑。歷經多次轉檔

及程式測試，終於在 98 年 6 月開發完成，所站於 7 月全面上線使用，其功能包括

原系統之送達證書、裁決書影像轉檔，以及新增強執移送、債權憑證掃描、債憑

再移送…等功能，並於 98 年 7 月與原廠商解除軟體租約，不再支付租金。 

 二、系統功能：本系統網路架構如圖 1，已開發功能包括下列 10 個部份： 

 

圖 1 監理系統網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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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像掃瞄與監理 2 代系統線上整合應用（含汽燃費、逾檢送達、檢驗記錄表、

駕籍台帳、違規送達、違規裁決書、違規執行命令、違規債憑等影像）。 

‧汽燃費：銷號聯影像管理與即時查詢、入帳統計表、月報表、稽核管理、傳

票管理、銷號。 

‧逾檢送達：送達證書影像管理與即時查詢、銷號報表。 

‧檢驗記錄表：檢驗記錄表管理與即時查詢、銷號報表。 

‧駕籍台帳：駕籍台帳影像管理與即時查詢、影像資料回傳公路監理系統。 

‧違規送達：違規送達證書影像管理與即時查詢、線上銷號、銷號報表。 

‧違規裁決書：違規裁決書影像管理與即時查詢。 

‧違規執行命令：違規執行命令影像管理與即時查詢。 

‧違規債憑：違規債憑影像管理與即時查詢。 

 (二)違規強執。 

‧違規強執資料建置與整批由監理系統自動匯入。 

‧完全支援監理罕見字。 

‧一個按鍵自動完成強執移送書與電子檔案製作。 

‧自動檢查案件可否移送。 

‧一個按鍵自動製作財稅請求檔。 

‧一個按鍵自動匯入財稅資料。 

‧一個按鍵自動與監理系統結案同步狀態。 

‧一個按鍵自動匯入各地區執行分署回饋。 

‧一個按鍵自動由監理系統套印並產生裁決書影像。 

‧一個按鍵自動產生結案清冊。 

‧可自動產生違規大戶影像。 

 (三)違規債憑。 

 (四)使用權限管理。 

 (五)代碼表管理。 

 (六)群組管理。 

 (七)使用者管理。 

(八)允許個人選項（客製化）。 

 (九)FTP 檔案傳遞（支援公路監理 HP-UX, Linux, Windows）。 

 (十)線上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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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違規強執案件處理流程：茲就系統線上操作流程細述如圖 2： 

圖 2 違規強執案件線上操作流程圖 
 

 

 

(一)移送強執作業：義務人之違規罰鍰經警察機關通知繳款及至裁決等流程後仍

不繳納者，依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規定，移送各地區執行分署強制執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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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過程中，違規強執系統提供有新增強執清單功能，經由 FTP 遠端匯入(進

入監理 2 代資料庫挑檔)及 CSV 檔案匯入(分期付款異議等自行輸入案件)等

二種輸入方式，經由人工逐筆於線上或印出後檢視裁決書、送達證書等無誤

後，連同匯入之戶政、財產及所得等資料，彙總在同一案件內，經系統自動

編定移送案號後列印送各地區執行分署(以下簡稱執行分署)，並自動回寫監

理 2 代系統，註記其強制狀態。 

(二)執行案號回饋作業：執行分署收到本所移送書與電子檔後，即另編執行案號

並回饋本所，違規強執系統提供有匯入執行案號功能，作為日後義務人繳款

結案報送執行分署之辨識依據。 

(三)債權憑證管理作業：依強制執行法第 27 條規定，經各地區執行分署執行相

關強制執行措施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得發給本所債權憑證。本所藉由條碼及

掃瞄影像進入系統予以管理，近年來加強強執作業，執行分署送回之債憑亦

大量增加，如 100 年度即達 26 萬 9,957 筆，截至 101 年 7 月 31 日止，有關

違規債權憑證已達 57 萬 259 筆。 

(四)再移送作業：每年經向財稅機關函請提供財稅資料比對後，如有可再移送案

件，再依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規定，重新移送執行分署辦理強制執行事宜，

本系統提供有「再移送挑檔功能」。 

(五)報表功能，係將已結案或撤案之強制執行案件經系統自動挑檔後，予以通知

執行分署，目前有結案報表，繳款資料電子交換檔及撤案資料電子交換檔等

3 種。 

(六)另本系統針對上揭移送、債憑及再移送等作業必須之財稅資料比對作業，亦

設計有「全體財稅請求功能」，全面 e 化作業。 

 四、經濟效益評估 

(一)開發成本估算： 
 

１、開發系統人力成本估算：參與開發與建置人員之時間與薪資估算 

課室別 工作人員 月薪=a 
系統佔工時
比率=b 

參與月份 

=c 

人員薪資成本
=a*b*c 

資訊室 游明傳   76,865  10% 6 46,119 

資訊室 工作人員   52,660  90% 14 663,516 

合計      70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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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委外購置系統費用估算（含後續維修）：      單位：新臺幣萬元 

                          

成本 

 

所別 

軟體數量（套） 

軟體單

價 b 

軟體成 

本=a*b 

設備成 

本=a*b 

其他費用 

總成本 
本所 轄站 

小計 

=a 

保固 

1 年 

租金 

費用 

資料 

移轉 

費 

系統租金(註 a)         -     45         45  

系統開發(註 b) 1 5 6 10 60 180   -         240  

資料轉檔(註 c)               -     180      180  

總計                       465  

附註：a.本系統 98 年 6 月開發完成，租金自 7 月起不再支付，估算至 99 年 10 月 

    止不再支付租金 28,333 元*16 月=453,328 元。 

     b. 99 年 3 月臺北所委外之違規強執系統(含債權憑證管理功能)廠商向本所 

    報價金額。 (如重新委外採用該系統，經招標及資料移轉等程序，預計 

    最快期程 99 年 10 月)。 

     c.新竹所使用臺北所委外開發之違規強執系統，廠商要求增列每筆強執案 

    資料轉檔費每筆 3 元*初估近年來本所強執案件至少 60 萬筆=180 萬元。 

３、綜上推估可節省經費：4,650,000－709,635＝394 萬 365 元。 

  (二)無形效益成果 

1. 節省人力：有關移送強執案件、債權憑證管理、再移送作業及結案回報執

行處等，涉及不同外部機關，數量龐大，作業流程繁複，人工作業費時，

使用本系統可節省大量人力，加快處理速度。 

2. 統一所站處理流程：資訊化作業必須先進行資料標準化，原有未標準化之

流程藉由系統設計予以統一，尤其相關表格更是需要一致化，才能簡化系

統，增強處理速度。 

3. 厚植本所同仁資訊 e 化實力。良文曾說過「技術永遠不會是問題，因為

Google 就一堆 solution 方案，也因此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今天的問題，

明天可能就是經驗與答案」，經由良文一系列監理 e 化系統建置過程，逐

步提昇本所同仁實力。 

4. 節省相關經費：系統程式由本所自行開發，其配合使用之相關設備如影像

掃瞄器自行比價測試後，僅 28,497 元之機種即可使用，價格低廉，其相關

設備亦逐步測試中。 

5. 因應實際需要及時設計可配合檢討後流程之系統功能：由本所人員自行開

發，可經由觀摩其他系統功能或現有流程檢討後，依實際需要設計出簡化

並兼具內控的流程，並快速調整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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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介面具親和力：系統在操作介面上即時提供不同說明及客製化之設定

服務，友善且便於操作。 

參、相關服務流程改造措施   

一、Web 下鄉巡迴線上作答筆試系統：本所研發 Web 系統下鄉巡迴線上作答筆

試考照系統，推廣至南投站之仁愛、信義鄉，以及彰化站之溪州、二林等

偏遠鄉鎮。考照民眾可直接赴現場報名考照，於現場個人電腦上作答，成

績及格後即受理路考，路考及格當場發照，減少民眾舟車勞頓。 

二、拖吊廠代收違規罰款業務：委由警方拖吊場收費開立罰款收據，產生違規

銷號檔並傳送監理所站自動銷號，方便民眾直接於警方拖吊場繳費領車，

勿需俟監理所上班時間辦理。目前委託台中市崇德、文心、豐原 3 拖吊廠、

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等拖吊廠代收業務，並推廣至高雄市監理處，100

年共代收結案 4 萬 3,160 件。 

三、檢驗通知貼心服務：新車滿五年第一次檢驗通知後，若民眾逾期未檢驗，

將挑檔請該廠牌汽車經銷商電話通知檢驗。本研究創新案推廣至所轄各站

使用，實施後減少新車逾檢註銷車輛達 80％以上。 

四、汽車定期檢驗簡訊通知服務：每月定期列印定期檢驗通知明信片，通知民

眾依規定時間參加汽車檢驗，另由電腦系統抓檔轉入資料，並以簡訊通知

民眾，節省郵資，且提高送達率。100 年 6 月以簡訊再通知參加汽車定期檢

驗後，所轄各站逾檢車輛減少 30%。 

五、車主及駕駛人辦理住居所申請書影像掃描服務系統：監理單位寄發之各項

通知書，每因汽車所有人及駕駛人住居地與戶籍地不同，致未能送達，而

住居所送達符合法律送達之程序，遂將住居所申請書掃瞄存檔，作為移送

執行處送達依據。 

六、民眾於行政執行處可繳納汽燃費：臺中市行政執行處附近無可供民眾繳納

汽燃費之金融機構，本所乃派員於執行處直接收費及列印收據，產生收據

銷號檔，傳回監理所銷號。 

七、規劃設計自動列印機車過戶強制險權益轉移切結書：臺中市站機車過戶案

件眾多，每件均需填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權益轉移通知書，約需 10 分

鐘；本系統上線後，民眾於窗口辦妥過戶後，系統即將相關資料列印於通

知書，節省填表時間。 

八、研究設計車輛繳銷重領自動列印重領申請書：汽機車繳、吊、註銷重領牌

照作業填寫申請書，約需 25 分鐘，新領牌照申請書之車籍資料欄位較多，

常有填寫錯誤情形，遂研究以自動列印方式作業，方便民眾申領。 

九、研究汽燃費債憑影像管理作業：將汽車燃料費債權憑證掃描存放資料庫，

於民眾繳納後，自動逐筆銷號，並定期統計各項債權憑證結案報表與產生

各類報表，供審計單位查核。此外，定期與財稅系統交換債務人所得資訊，

自動碰檔後，將再移送書送行政執行處，再執行強制執行後，取回新債權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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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傳遞電子化異動連繫單系統：車駕及資料錯誤需更正時，各單位操作員只

需在電腦畫面輸入欲更正之聯繫資料，由內部網路傳送主管電子核章，送

至該資訊管理人員，並結合自行研發之 Fax to Mail 及 Mail to Fax 系統，以

電子郵件通知該管理員修正資料庫資料。每年約節省紙張 3,000 張、送件及

查核時間每件約 5 分鐘，以及傳真費 6,000 元。 

十一、汽燃費轉帳扣款網路申請系統：民眾可以至網頁直接填寫申請書，存檔

後轉承辦人辦理約定扣款手續，約定扣款成功人數有 1 萬 2 千人。 

十二、支(匯)票傳送管理系統：本系統結合公文系統匯出支(匯)票號碼、金額及

承辦人，承辦人員輸入支(匯)票結案日期，依支(匯)票之結案期限辦理稽催，

並禁止兌換現金，以防止弊端發生。 

肆、結語： 

本所研發之違規強執系統後來陸續加入移送書影像、債權憑證管理…等配合

監理 e 化業務需要之功能，以及相關之服務流程改造措施，再次感謝本所陳所長

聰乾有此先見之明，以及資訊室游前主任明傳與良文研發過程之辛勞，本所不同

監理業務項目得以陸續 e 化，除改造服務流程，節省人力，並得以因應日益增加

之便民工作外，適值國家財政困難之際，本所自行開發建置違規強執系統，更可

節省公帑。謹以本文分享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本文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會計室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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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公開資料 

 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政策與資料平台 
壹、前言 

政府資訊公開（Open Government）為市政服務的重要工作項目。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在機關網站公開行政資訊外，為順應資通訊科技發展，自 99 年

起陸續推出各類型行動應用便民服務軟體，範圍涵蓋市政、交通、城市導覽等，

期能提供 24 小時不打烊的市政服務。 

惟僅由本府提供資料加值服務尚有不足，為加速流通及擴大公開資料(Open 

Data)的加值運用，遂於 100 年 7 月 25 日召開「資訊資產授權流通及加值利用審議

會議」，對可公開之資料進行盤點，建立使用規範，並參考國外公開資料推動經驗，

建置「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平台」（以下簡稱本平台），將臺北市公開資料整合於

單一平台，供市民加值利用，網址為 http://data.taipei.gov.tw。 

本平台公開之資料，以市民生活應用為範疇，資料項目包含交通運輸、行政/

政治、公共安全、教育、文化藝術、健康、環境保護、商業經濟、住房建築、場

地設施、統計數據等 11 類，截至 101 年 7 月已有 159 項資料集；不僅內容多元化，

且隨時更新，新資料集亦將陸續加入，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品質。 

本平台目標如下： 

一、提供更簡易的管道獲取政府公開資料 

 將資料查詢及使用說明集中於單一入口網，以便利民眾獲取相關資訊。 

二、促進政府公開資料之加值應用 

 鼓勵個人、企業運用政府的公開資料，創造知識資產及便民服務，以提昇

臺北城市之友善度。 

三、提高政府施政透明度與行政效能 

以資料集、統計數據等形式，以及多樣化的服務型態公開政府資料，擴大

民眾參與空間及協同合作機制。 

貳、系統功能及特色 

一、資料使用授權 

原資料授權有較多限制，並存在下列情形，以致資料申請耗費時日，使用

情況未盡理想： 

(一) 每個資料項目必須分別申請 

(二) 經常需要向多個單位提出申請 

(三) 必須以書面提出申請 

自開放資料線上授權後（使用者僅需同意本平台載明的臺北市政府公開資

料使用規範），可省去書面申請的繁複程序，大幅降低資料取得門檻，有效

提升資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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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使用規範 

二、資料集中檢索 

原資料散置各機關網站，甚至未公開，不易取得所需資訊。開放單一入口

檢索後，使用者可用搜尋或系統定義的檢索方式，取得資料及相關資訊，

相較以往，大幅節省資料搜尋時間。 

  

圖 2 資料搜尋及使用資訊呈現 

三、資訊資產格式統一 

原有各項資料之格式不一，使用者不易以單一介面或技術運用如此龐大的

公開資料。本平台將資料予以統一整理，並以常用資料交換格式，發佈

API(目前為 JSON，將再增加 XML)，大幅降低資料利用之難度。API 提供的

即時資料內容，也更符合行動化應用服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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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PI 介接清單 

四、資料品質管控 

本平台提供有資料內容檢測工具及機制，以輔助資料業管機關，確保資料

之正確性及即時性。目前正規劃依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網站資料檢核計

畫」，由機關每月檢核資料之正確性、完整性及豐富度，並由資訊處每年

進行 2 次抽測，有重大績效或無缺失者，原則得簽報行政獎勵。藉由以上

管控機制，期能提供民眾高品質且實用的資料。 

參、系統架構 

系統建置於虛擬環境，該環境採用 VMWare；資料庫伺服器採用 Microsoft 的

叢集軟體，以提供高可用性。網路則配置於 DMZ 區與 Server Farm 區兩個網段。

開放外部使用者的主機設置於 DMZ 區，主要包含網站服務、資料介接服務及檔案

下載服務；非對外開放的主機則是設置於 Server Farm 區，包含資料庫叢集、管理

伺服器。 

平台系統架構與網路規劃如下： 

(一) 網站伺服器設置於DMZ區，以 2台伺服器在性能及服務水準上互為備援。 

(二) 介接服務伺服器設置於 DMZ 區，以 3 台伺服器在性能及服務水準上互為

備援。 

(三) 檔案伺服器主機設置於 DMZ 區。 

(四) 管理伺服器主機設置於 Server Farm。 

(五) 資料庫伺服器主機設置於 Server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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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系統架構圖 

本平台介接本府各局處提供之既有系統，考量各局處之資料交換方式不一，

既有系統介接主要遵循各介接系統所提供之介接規範，開發相對應之介接程式，

讀取該系統資料，並存入本平台資料庫，目前採用下列方式進行介接： 

(一) Web Service 

透過Web 通訊協定及資料格式的開放式標準(例如 HTTP、XML 及 SOAP

等)為本系統提供服務。Web Service 以 Web 的開放標準為基礎，已經廣泛

運用在 Web 網路架構，採用開放式標準讓 Web Service 具有良好互通性，

即使不同平台上以不同程式語言建置之系統，亦可有效整合，克服目前

分散式系統各自使用不同機制以致不易整合之困難。 

(二) 檔案批次匯入與匯出 

本平台支援檔案上傳審核機制，提供各機關管理人員批次上傳影音檔、

圖片檔及文件檔，支援上傳 CSV、MDB、TXT、XML 等檔案格式，以及

非結構化檔案格式。 

肆、系統開發平台 

本平台採用 Tomcat 及 JSP 開發，後端資料庫為 MS SQL Server 2008，系統則

採用 Java、Spring Framework（Spring、Hibernate、Tiles）、JavaScript、AJAX、

jQuery1.6、Google MAP、JSON 等技術。 

網站開發導入 MVC 架構，使用新一代網頁開發技術 AJAX，可建立更有效率、

更具互動性的網頁，網頁開發人員只需要加入一些伺服器端的控制項，便可快速

建立功能豐富、具高互動性的使用者界面，也可以更有效率地進行前端瀏覽器與

伺服器之間的訊息溝通。 

本系統前端與後端資料傳遞格式採用 JSON 格式，它是一種輕量級且可讀性

高的資料轉換中介語言，以文字為基礎，容易閱讀，已成為 IETF RFC4627 規範

內容的資料交換語言。JSON格式是 JavaScript的子集合，可以在 JavaScript以 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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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調用讀入，且所有與網頁開發相關之語言，幾乎都有 JSON 函式庫；而使用

JSON 為 Web 應用程式交換資料的主要原因，係為降低使用 XML 交換資料所產生

的複雜 tag 格式，以降低傳輸的資料量。 

伍、推廣應用 

有關臺北市公開資料之應用，除資訊處自行開發之服務如「MOTA(趣遊台北

地圖)」和「愛台北」App，更有許多外部的應用案例，如 App 競賽作品：「BUS+」、

「捷運 Ring！Ring！Ring！」、「台北好神」、「我愛上廁所」、「洩洪」等，都是簡

單且貼近市民生活的好服務。知名的 App「臺北好寶寶」(提供嬰兒接種疫苗及托

育的資訊查詢及紀錄），更是工研院主導開發，為國內產業應用公開資料創造價值

之成功案例。 

為有效推廣公開資料應用，資訊處定期舉辦軟體競賽活動，以引入民間智能

共同提供優質服務。100 年配合經濟部工業局之 App Star 電視節目，辦理 Open Data

之軟體競賽，此為首創以大型電視節目宣傳本府公開資料，13 集電視節目對推動

本府資訊公開更是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該項競賽產出 47 個介接本府公開資料之

佳作，成效顯著。 

今年則於經濟部工業局、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及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主

辦之「2012 第 17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中，設立「臺北生活好

便利服務創新應用組」，鼓勵全國大專校院 APP 設計好手運用臺北市公開資料，

創作應用軟體與服務。 

 
圖 5  2012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徵件 

陸、結論  

推動政府公開資料的加值應用，可以型塑有感服務，並且蔚為風潮，而未來

的工作重點有： 

一、擴大推廣應用 

除加強對市民行銷，也將進行校園推廣活動。針對全國大專院校之資通訊、

傳播及設計等科系，辦理校園講座，並鼓勵不同科系學生跨領域合作，共

同組隊參加本府舉辦之軟體創新應用競賽。 

二、豐富資料內容 

各區房屋租金法定上限及捷運票價等熱門資料陸續上架，目前共 159 項，

後續將公開更多民生相關之重要資料，以增加本平台資訊服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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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 API 功能 

調整 API 的查詢功能，讓使用者可藉由單一 URL，直接存取資料集的單筆

資料，為程式開發者提供更簡易、更有效的資料介接服務。 

四、呈現圖形化資料 

將平台資料以圖形和統計圖表方式呈現，讓使用者以各個維度檢視資料，

並輔助使用者快速理解相關資料所呈現之意涵。 

五、資料欄位定義標準化 

除資料欄位符合一般資料庫正規化規則，資料交換格式亦將參考國外通用

標準進行設計(如 OGC 規範)，並提供完整之說明，供使用者參考。 

(本文由臺北市政府資訊處應用服務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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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經驗 

 分享 

壹、前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因應社會福利業務快速成長與變動，自

民國 84 年即全面資訊化並陸續開發建置「社會福利管理系統」，迄今已達 43 個子

系統；惟系統內包含臺北市福利人口之個人或全戶資料，為配合「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實施，以及打造安全無虞之資訊環境，本局著手推動「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ISMS)」導入作業，期透過該管理制度之

建置及人員參與實行，在「資訊合理流通」及「保護個人隱私」原則下，建構更

完善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及資訊環境。 

貳、現況說明 

「社會福利管理系統」係整合所有補助類及個案類資料，主要提供資料檢核、

線上審核、財稅查調、補助比對、轉帳撥款等功能，除整合通報、個案管理（評

估、派案、受案、轉案、複評及追蹤）等項目外，並結合戶政、財政、衛政、勞

健保、國民年金、出入境、國防薪資、銀行等外界資源，亦提供本府其他相關機

關辦理業務之資料需求。 

參、導入過程 

本局在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之 7 個月期間內，除參考輔導廠商的專業意見

外、並透過各場教育訓練、會議及訪談等方式，帶動本局同仁積極參與、凝聚共

識與提昇資安認知；進而分析並找出適合本局之資訊控制方法，俾有效降低資安

風險至可接受程度內，並佐以 PDCA(Plan, Do, Check, Act)循環管理模式重複檢視，

其重點工作內容及辦理事項簡述如下： 

一、成立資訊安全組織 

  為確實且有效地執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各項工作，本局成立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推動小組，由資訊安全長擔任最高負責人，其下設有資安代表負責執

行與管理，並分設系統管理組、稽核小組、資訊安全組。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推動小組   

     

  資安長   

      

  資安代表   

      

          

 系統管理組  稽核小組  資訊安全組  

       

資訊安全長由本局黃副局長擔任，以利督導本專案執行，含主持專案啟動

會議、裁決專案重大事項；系統管理組負責資訊安全內部稽核事項之規劃

與執行、資安政策及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相關議題研擬及管理、資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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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安全事件之檢討及監督、矯正預防措施之實施等其他重要資訊安全

事項之協調研議；稽核小組負責協助社政業務之資訊使用管理、保護及資

訊機密之維護、並配合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導入，協助執行內部稽核作業

事項；資訊安全組負責資訊安全技術規範之研議、評估、建置及資訊安全

教育訓練等事項。 

二、制定資訊安全相關文件（含政策、程序、辦法、表單等） 

  資訊安全制度導入以本局核心系統（即「社會福利管理系統」）為範圍，為

瞭解本局資訊安全管理現況，即針對資訊安全長、政風室、人事室及本室

相關業務承辦人進行訪談，並依本局需求制定及發行四階文件： 

(一)第一階文件：主要包括全範圍之資安整體實行政策及原則，如：資安政策、

管理手冊、適用性聲明等。 

(二)第二階文件：主要包括各領域之執行方向及原則，如：資訊資產、實體環

境、人員安全、網路安全、風險評鑑、營運管理、系統開發、事件通報、

內部稽核等程序書。 

(三)第三階文件：主要為包括相關業務流程及處理程序之詳細描述，如：人員

職權、帳號及通行碼管理、備份、營運計畫、資料庫管理、委外人員管理

等作業程序或辦法。 

(四)第四階文件：主要包括業務運作所採用之表單、合約及其產生之各項紀

錄，如：文件記錄、衡量指標表、季報表、名冊、切結書等表單。 

三、進行資訊資產分類分級及風險評鑑 

  為有效管理本局對所有資訊資產，針對本局資訊設備、人員、合法軟體、

資料等項目進行盤點，並加以分類、分級評定資產價值，以確保本局資訊

資產得到適切保護，且將上述項目依風險發生可能性及衝擊性進行評估，

藉以訂定本局可容忍之風險值。 

四、進行持續營運演練 

  為防範本局「社會福利管理系統」因網路設備或資料庫受損，導致營運中

斷或效率降低影響系統正常運作時，特辦理「社會福利管理系統」營運持

續運作演練；使本局同仁能正確判斷受影響範圍及損害程度，且依擬定步

驟採取正確之應變處理措施，使該系統能在符合本局訂定之目標回復時間

（RTO）、資料回復點（RPO），及最大可容忍中斷時間（MTPD）等要求下

回復正常並持續運作。 

五、辦理內部稽核 

  除配合政風室每半年之資訊內部稽核檢查作業，以及本府資訊處每半年辦

理之弱點掃瞄與釣魚測試外，本局資訊室亦主動委由顧問公司協助進行書

面及實地稽核、弱點掃描等作業，以檢視及修正本管理系統之運作程度。 

六、辦理管理審查會議（含技術性稽核服務） 

  確認文件修訂、資產鑑價、風險評鑑、內部稽核、弱點掃描、營運持續 演

練與人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等項目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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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加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針對「資訊資產分類價值評估」、「威脅、弱點評估及風險值計算」、「風險

管理介紹」、「人員安全暨教育訓練」、「資安事件通報及應變作業」、「實體

環境安全管理」、「入侵手法與案例分析」、「弱點掃描軟體安裝與使用」等

議題進行教育訓練，以達到一般主管每年至少 2 小時、資訊人員每年至少 6

小時、資安人員每年至少 12 小時、一般使用者每年至少 3 小時之規定。 

 此外，本局資訊室已有 4位同仁分別取得 ISO27001主導稽核員（Lead Auditor, 

LA）之資安專業證照，並將持續推動其餘同仁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八、書面與實地驗證 

  配合第三方驗證機構（由國際認證機構(IAF)與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認可之第三方驗證機構）執行書面審查及實地審查之工作，進行文件

審核與現場稽核作業，驗證符合規範後取得最新版 ISO/IEC2700l 及

CNS27001(最新版)雙驗證合格證書。 

肆、結語 

對於現今層出不窮的資安事件，除利用資訊技術防範外，藉由管理層面提昇

資訊安全即是本局的思維與作法。在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過程中，除對本

局資訊整體環境進行全面性的檢視外，且將相關流程作業導向制度化，最重要的

是提昇同仁資安的觀念、認同其重要性，並樂於執行相關程序作業，使本局資訊

安全環境更趨完備。此次通過認證，我們未以獲此殊榮為滿足，將持續秉持嚴謹

之管理態度與強化個人資料安全防護，以臻至「完善健全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確保社會福利業務永續營運」之目標。 

 (本文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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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境之南「智慧行動墾丁」APP 
壹、緣起 

墾丁國家公園座落於恆春半島最南端，範圍總共 33,289.59 公頃，而其中海域

面積 15206.09 公頃、陸域面積 18083.50 公頃，為我國少數同時涵蓋陸域與海域的

國家公園；由於百萬年來地殼運動不斷的作用，在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版塊擠壓

下，陸地與海洋彼此交蝕影響，造就園區內高位珊瑚礁、海蝕地形、崩崖地形等

奇特的地理景觀。特殊的海陸位置加上熱帶氣候的催化，此孕育出豐富多變的生

態樣貌，海岸林帶的植物群落尤其特殊罕見，每年還有大批候鳥自北方飛來過冬，

數量之多蔚為奇觀；海底的珊瑚景觀更是繽紛絢麗，為墾丁國家公園妝點出卓絕

風貌。 

如此獨特且優美的景象，「每到夏天，我要去海邊」就是墾丁地區最真實的寫

照；全世界慕墾丁潔白沙灘、湛藍碧海響噹噹之名而前來的遊客不知凡幾；而旅

人如織的潔白星沙灘，還有總是摩肩擦踵的台灣本島最南公園，這些有異於台灣

本島其它地區的景色，民眾只要短短的車程就可以來到世外桃源，盡享美景。 

貳、隨身系統架構暨使用說明 

易達性高的情形，遊客到底是在趕路下前來墾丁深入欣賞美景，還是在走馬看

花未能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了解墾丁的草木，有鑑於此，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推出「隨身解說員」，民眾只要至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智慧行動墾丁」，

就可以透過隨身智慧型裝置親身體驗結合本處精心蒐集、錄製的經典解說影音、

文字資料。 

為能達到量多且質精的服務，本系統結合了許多實用的多媒體資料和現下最夯

的技術來提供最即時的環境教育。 

 

茲就上圖概略說明，民眾手持智慧行動裝置到達墾丁，使用「智慧行動墾丁」

透過雲端聯結如 TGOS 國土資訊地理資料倉儲系統、Google map、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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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以及墾丁國家公園地理圖層展示系統等；將

雲端技術的核心意旨發揮，在資源不重複浪費，不重疊建置資料的原則下，節省

公帑及善用珍貴的資源。 

而通常要到不熟悉的地方，以往的經驗就是去買份地圖再來決定旅程，不過這

次的「智慧行動墾丁」就可以使旅遊的方式更為輕鬆，更無負擔的暢遊墾丁，從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後，就可以進入本處的「智慧行動墾丁」！ 

  

首頁 按鈕式直覺操作 

從按鈕式的操作，旅客可以自行點選想要先體驗的智慧地圖及地區，或從精彩

解說的影片還是身歷其境 720VR 開始徜徉墾丁，讓我們點選智慧地圖進入隨身導

覽的功能。 

首先將目光的範圍聚焦到國境之南：點選鵝鑾鼻公園大頭針(以此處作為示

範)，並進入 App 中呈現各個景點的頁面，一目了然的按鈕及資訊，除在頁面下方

獲得景點深入淺出的介紹，採用雲端方式與本處 PDA 版網頁結合，使民眾能夠迅

速瞭解該地點的資訊外，並建置介接線上電子地圖、youtube 頻道以及 720VR 虛擬

實境導覽等操作按鈕，使民眾能夠輕鬆點選想要去的不同應用系統：如路徑規劃

功能即是透過線上電子地圖，將民眾現時身處的地點與如何到達鵝鑾鼻公園進行

路徑規劃，不管是不是身在當地，皆能經由手機內建 GPS 和線上電子地圖之路線

功能來提供導航服務，這也正是旅遊 App 提供該地區的資訊及導航的必要功能，

使旅客不再因為不熟悉交通路線而望之卻步。 

旅客點擊影音及語音等按鈕後，可進入 youtube 頻道，本處提供有數量頗多的

影片，除本處成立以來有數化存檔的影片外，亦特別為「智慧行動墾丁」，再次以

不同題材製作的新影片，希望將本處經驗豐富的解說員十數年解說功力的精華，

濃縮在這些影片中；其中不論是專業環境保育相關的學術研究，或是生動活潑、

引人入勝的人文軼事，都被詮釋的有聲有色，在有網路的狀態下經過影音串流，

可以欣賞這些精心製作的影片，並且把環境境教育的理念經潛移默化地融入影片

之中，在野外也能提供即時的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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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VR則是本處自 97年至 99年建置完成的園區內生態環境虛擬實境地理資訊

系統，以 720VR 進行墾丁國家公園內生態風景環境據點的虛擬瀏覽，同時也完成

全園區重要景點，不論是陸上、山頂上、海面上等各類型 720VR 多媒體的建置，

民眾亦可無遠弗屆，經由智慧型裝置瀏覽欣賞各式圖層資訊。 

  

點選功能列 展開後功能 

來到墾丁，若只是看著電子地圖也就太陽春了，「附件有什麼」將遊憩導覽與

環境教育，以地理圖層予以結合，將民眾身處的地點附近相關資訊都匯集進來。 

  

各式動植物及景點列表 明星物種：灰面鵟鷹 

「智慧行動墾丁」中，動植物資料是串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

並結合地理圖層系統及提供使用者以目前位置，線上搜尋附近的生物物種功能，

系統即顯示附近生物物種的類別及其清單，使用者可以點選任一物種後，系統即

依據顯示該物種的基本資料，在查詢物種的基本資料後，使用者可以進一步瀏覽

該物種在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分布參考圖，而搜尋的範圍就是以目前螢幕中央

作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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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生活資訊則是匯集眾多網友在民間電子地圖熱心提供的資料標記的圖台

作為平台，「智慧行動墾丁」經由轉連結，將使用者直接導向有網友註記或評論的

資訊，供使用者自行運用。 

  

我的位置 定位標示 

點選羅盤狀的「我的位置」(上下皆有)，就會將以 GPS 定位到現時位置，如標

示所示，筆者正在墾管處內趕稿… 

門牌定位部分，是向內政部 TGOS 第二代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要求介接，再

連結整合至開放式整合性空間資料圖資平台中，並對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的門

牌號碼，民眾可以直接進行查詢，使用者輸入門牌號碼後，系統即自動定位到該

門牌號碼的位置，並展現附近之圖資。 

點選圈圓處後，「智慧行動墾丁」也可將本處各個使用分區的圖資直接下載至

螢幕上，民眾立即得知此處可以進行何種遊憩活動，也可在功能列的「設定/圖層」

進行細部調整。 

「智慧行動墾丁」同時也整合 QR-code reader 的功能，可以直接以開啟本處

園區內可見的 QR-code 進行連結，而不用再另外開啟 QR-code reader 程式。 

實境導覽則是能夠以手機的鏡頭，進行景點的搜尋，說得不清楚，來一張圖

吧，除了提供與目前身處的相對方向外，若再點選紅框處，就會有連結到該景點

的介紹頁面。 

諸如地段地號定位、生態景點定位等，按下按鈕後便可輸入關鍵字進行搜尋，

例如「青蛙石」等等，即可出現青蛙石的搜尋結果。 

參、無線網路與適地化服務 

本處配合行政院研考會提倡之公務機關無線上網服務，在遊客眾的景點都有

配合設置「iTaiwan 無線網路服務」，也在各個據點醒目處貼上 QR-code 供民眾掃

描，進入 PDA 網頁後就能直接進行下載智慧行動墾丁，貼心的「適地性服務」，使

民眾不再需要背著旅遊書，只要一隻手機，便可歡樂暢遊墾丁。 

 



 

27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299 期 

 中華民國 101 年 09 月 

 

肆、結語 

得天獨厚的地景、碧海、人文、風貌，交織出墾丁動人的扉頁，徜徉在其中

總是帶來與以往不同感受，向旅人們訴說著墾丁的不同以及稀有，望能替它永久

保存最美麗的身影，一直是墾丁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的核心理念，本處推出「智慧

行動墾丁」，希望整合各類相關資訊，透過現今風行的智慧型行動裝置及無線網路

服務，向眾多的旅人傳達墾丁的美，也期盼民眾多多利用這項導覽服務，使我們

能夠循序漸進、從淺入深，潛移默化地推動自然生態保育觀念。 

(本文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巡查員陳彥廷 提供) 

 

 

 

 

 

 

 

 

 

 

 

 

 

 

 

 

 

 

 

 

 

 

 

 

 

 

 
 



 

28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299 期 

 中華民國 101 年 09 月 

 

網站動態 

 統計查詢網新故事出爐囉! 

交通部首頁「熱門服務」之「交通部統計查詢網」新增三篇「統計故事」，

分別為「機車數量變動概況」、「A1 類交通事故變動概況」及「來臺旅客與出國人

數之動向變化」，目前統計故事已增加到五篇，提供各界應用。 

 「統計故事」單元各篇故事內容，係採用多維度動態統計圖 (Motion Chart)

方式，說明多項統計資料之長期變動趨勢及故事背景，呈現不同變動因子對統計

項目的影響程度，並附有影音導引功能，使統計資訊更加活潑生動；交通部希望

透過生動的影音說明，讓大眾能快速的掌握交通統計之意涵及加深對統計的認知

程度。歡迎大家逗陣來上網，透過統計數據的變化，觀察許多有趣的故事，查詢

網址為 http://stat.motc.gov.tw。 

 預約氣象─讓氣象服務更貼近民眾、走入生活 
中央氣象局提供「預約氣象」服務，民眾只要利用該局網站申請(網址為

http://www.cwb.gov.tw)，將主動以 email 方式提供預約地點的天氣資訊。該項服務

可協助民眾更輕鬆的掌握天氣資訊，為旅遊或活動行程提前做好準備。 

「預約氣象」內容包括 466 個鄉鎮及休閒旅遊景點的「逐 3 小時天氣預報」、

「1 週天氣預報」等，可在 2 天至 1 個月前提出預約申請，一次可同時預約 10 個

地點。因此，「預約氣象」可以讓氣象預報服務更多樣性也更生活化，「貼近民眾、

走入生活」。 

另外，除原有預約項目之外，在「預約服務」期間，如遇災害性天氣，該局

也會即時提供天氣警特報訊息，以便民眾即早因應。 

 警政服務 App 正式啟用 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有效加強治安

維護 
內政部警政署為提供創新警政服務，並著眼於警政政策「治安、交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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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近日全國酒後駕車肇事致人死、傷案件頻傳，為加強宣導防制酒後駕車，

警政服務 App 不僅結合防制酒駕宣導及相關專線，也包含「110 報案定位」、「165

防詐騙專線」、「113 婦幼專線」、「防制酒駕代叫計程車服務」、「警察廣播電臺即

時路況報導」、「失竊車輛查詢」、「查捕逃犯查詢」、「失蹤人口查詢」、「受理案件

查詢」等九大項便民、利民功能。 

 不動產與居住服務訊息 e點就通—「臺北市不動產資訊與居

住服務整合入口網」上線服務。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推出「不動產與居住服務訊息 e 點就通」服務，據地政局

表示，「臺北市不動產資訊與居住服務整合入口網」整合該局「臺北市不動產數位

資料庫」及都市發展局「臺北市居住服務平台」，並新增「不動產業者資訊查詢」、

http://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http://www.cwb.gov.tw》/
http://tcgwww.taipei.gov.tw/ct.asp?xItem=29440617&ctNode=5156&mp=100001&token=&digestvalue=76f40f7ecb36f195e6a4cfb35757e35a35d5a8b9
http://tcgwww.taipei.gov.tw/ct.asp?xItem=29440617&ctNode=5156&mp=100001&token=&digestvalue=76f40f7ecb36f195e6a4cfb35757e35a35d5a8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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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說明書網路服務」、「房地產交易價格查詢服務」、「不動產交易安全資訊

服務」及「早期徵收清理結果查詢」等多項功能，並結合地理資訊圖台，使民眾

買賣不動產時，得以圖文方式查詢所需之相關知識及資訊，強化不動產交易安全，

減少民眾不動產買賣糾紛。 

其中「不動產交易安全資訊服務」及「早期徵收清理結果查詢」，係為使民眾

於不動產交易前即可獲得相關資訊，如：在交易未開闢公共設施用地或道路用地

以前，查詢該筆土地是否已辦理徵收或補償，以保障不動產交易安全，本系統之

網址為 http://tred.taipei.gov.tw/index.aspx。  

 臺北市無線上網帳號開放國外手機門號申請 
臺北市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Taipei Free 即日起開放外藉人士使用國外手機門號

註冊帳號，方便來台觀光、出差的外藉人士使用無線上網服務。 

首波開放 17 個國家申請，包括日本、新加坡、泰國、印度、越南、美國、法

國、西班牙、澳洲、加拿大、英國、瑞士、土耳其等，北市府已提供日文、英文

服務網頁，外藉人士來台觀光或旅遊之前，可事先於服務網站申請帳號，入境後

即可免費使用 iTaiwan 或台北市的 Taipei Free 無線上網服務。 

 新北市公園設施暨路燈維護系統正式啟用 

新北市公園設施暨路燈及景觀燈維護管理系統正式啟用，民眾可利用此網路

系統報修，以節省處理時間，若留有手機電話者，系統亦將以簡訊通知處理進度

及狀態。公園設施管理系統網址為：http://parkfacilities.ntpc.gov.tw/pntcpems，路燈

管理系統網址為：http://streetlight.ntpc.gov.tw/ntcpems。 

 「高雄‧不思議」App正式上線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即日起正式上線的「高雄‧不思議」App，提供了 iOS 及

Android 兩種系統下載，內容有即時性、多元化的「影音短片」、「市政新聞」、「活

動行事曆」、「今日高雄」電子報等訊息，以及《高雄畫刊》等電子書，民眾可即

刻知道高雄最新市政消息、近期最夯活動、在地風土人情，做個實在的高雄通，

以滿足大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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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介紹 

 雲端上的風險知多少 

在彈性、便利、低成本的吸引下，愈來愈多企業都睜大眼睛等待著適合自己

的雲端應用或服務出現。資策會 FIND 在「科技化服務價值鏈研究與推動計畫」 

(2011) 的調查結果就指出，國內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企業表示，有計畫在今年

或明年導入雲端上的相關應用或服務 (李雅萍、劉欣飴，2011)；像銷售與訂單管

理系統，或是能夠用來支援企業執行內部行政管理作業的相關應用，都是國內雲

服務市場中很夯的項目。尤其，在油電雙漲的壓力下，企業營運成本迅速提高 (林

宜蓁，2012)，更凸顯了雲應用或服務的優勢，能為企業省下大量電腦終端軟硬體

成本及維護費，讓許多企業對雲端相關的服務或應用都有著高度的企盼。 

但是，從賽門鐵克在 2011 年所作的雲端調查報告結果卻發現，企業對於雲

端安全性非常擔憂 (賽門鐵克，2011)，包括來自惡意程式的攻擊、駭客入侵，或

是敏感性資料與營業秘密的曝光等等風險，皆造成企業對雲相關服務或應用的卻

步。一般來說，雲端上的風險可以分為兩部份，一種是資料隱私，另一個則是系

統的安全性。未來，應如何保障使用者資料的私密性，讓使用者相信他們的資料

能夠獲得必要的保護，是雲服務商需要特別關心的重點；至於系統安全相關問題，

則不論在哪一種應用環境中，本來就一直是被許多人關注的焦點。 

根據雲端安全聯盟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CSA) 在  2010/3 發表的「Top 

Threats to Cloud Computing」報告中，就明確點出雲端運算可能遭遇的七大安全威

脅，包含：濫用與非法使用、不安全的介面與應用程式介面 (APIs)、內部員工的

惡意行為、資源共享的技術問題、資料遺失或外洩、帳號或服務被挾持，以及未

知的風險等項目。上述所指不外乎涉及人員管理、身分驗證與存取控制等問題，

以及資料防護機制與虛擬環境中因「共用」問題導致資料不安全等等，這些都是

雲服務商應注意的風險。 

CSA 認為，整個雲端安全相關議題可以從雲端架構 (Cloud Architecture)、雲端

治理 (Governing in the Cloud) 與雲端營運 (Operating in the Cloud) 三個部份思

考。依據前面七種雲端風險的性質，本文進一步將報告內容以管理、資料與共用

三個面向去看雲端安全的重點，如表一所示： 

 表一 從管理面、資料面及共用面看 CSA 提出的安全指引 

 管理面 資料面 共用面 

雲端架構 雲端運算架構框架   

雲端治理 

治理與風險管理 

SLA與電子證據 

法規與稽核管理 

資訊與資料管理 可携與可移植程度 

雲端營運 

營運持續與災害復原 

資料中心營運 

事件應變 

安全即服務 

加密與金鑰管理 

識別、權限與存取管理 

應用程式安全 

虛擬化 



 

31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299 期 

 中華民國 101 年 09 月 

 

從內容的比重來看，CSA 主要強調雲服務商在管理面上的機制。從一剛開始

規劃與設計雲端運算架構的同時，就必須思考可能存在的安全議題，並進一步研

擬適當的治理政策與風險管控的關鍵績效指標 (KPIs)。不過，這些政策或 KPIs 都

必須符合前端雲服務應用領域中必須遵循的法令規章，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

並定期稽核、評估管理面執行的落實性。此外，在研擬 SLA 時，內容必須清楚將

廠商與使用者間的權利、義務、職責與風險等項目一一說明。在實際營運過程中，

則有業務持續運作與災害復原、資料中心營運管理、事件應變作業規範，以及導

入適當的工具與可信賴的第三方強化安全治理的完整性等項目，這些都是雲服務

商必須強化管理的重點。 

在資料面如何保障資訊與資料的安全，除了研擬對資訊與資料存取管理規範

之外，也需要佈署適當的加密與金鑰機制，並對相關人員身份的識別、權限設定

與存取作業加強管理。共用面的部分，雲服務廠商必須提供資料與服務的可携性，

意即使用者應該可以輕易地由一個雲服務廠商移轉到另一個雲服務廠商，而不會

有 lock-in 的風險。在實際運營階段，則需要確保使用者使用或開發的軟體的安

全性，會不會對共用相同實體設備的其他使用者被「駭」到，或對其資料產生不

當存取的風險，這會與虛擬化使用的隔離機制與技術有直接的關係。 

由上可知，雲端運算雖然正蓬勃發展，但不少企業卻因雲端安全方面的考量

而有所卻步。因此，雲服務提供廠商必須針對可能產生的風險，從管理、資料與

共用三個面向考量，並進一步依雲端運算架構的特性規劃並研擬適當的治理政策

與營運管理要點，才能許使用者一個美好的雲端夢。 

現階段雲端安全聯盟 (CSA) 已發布「雲端運算常見威脅」與「雲端運算關鍵

領域安全指南」，作為企業或供應商最佳實務參考依據 (CSA, 2011)；更在 2010 年 

6 月推出雲端安全認證 CCSK (Certificate of Cloud Security Knowledge)，希望提升一

般大眾對雲安全的認知程度，也讓更多人願意加入雲安全管理或技術研發的行列

中。相信未來在資訊安全學界與產業界共同關注與努力之下，雲服務安全品質將

會逐步完善，並發展出一個完整的技術與管理體系。 

(誌謝：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100-2218-E4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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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公務員資訊學習網「互動 e學習‧樂學更有趣！」活動 

第二次抽獎名單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公務員資訊學習網」舉辦之「互動 e 學習‧樂

學更有趣！」活動於 8 月 14 日進行第二次抽獎，得獎名單及活動情形詳見「公務

員資訊學習網」(http://itschool.rd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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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報 

 「第五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活動～起跑囉! 
為鼓勵全國國中、高中職師生及家長能善用全國法規資料庫資源，落實法治

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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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起跑！  

本屆競賽活動為讓法治教育普及全國，首次將參賽對象擴及國中與高中職學

生家長，舉辦「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及「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

等 2 項競賽活動。 

一、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 

－學生、家長及學校通通有機會獲獎，總獎金超過 25 萬元。 

參賽對象為全國國中、高中職學生及其家長，分「國中學生組」、「高中職學

生組」及「家長組」，採網路初賽與現場決賽二階段競賽方式，網路初賽期間

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 月 25 日止（現場決賽日期另訂）。 

各組別優勝名額為「國中學生組」及「高中職學生組」各取前 5 名、「家長組」

取前 3 名，頒發優勝獎金及獎狀（或獎座）；「高中職學生組」前 5 名優勝者，

更可納為大學入學推薦甄選加分項目參考(由各大專院校學系性質而訂)。 

本活動為鼓勵學生及家長踴躍參與及協助活動訊息轉載，設置「參加獎」、「問

卷獎」及「推薦獎」，凡參加者就有機會抽中 New iPad 等平板電腦及其他精

美獎品！再者，為感謝學校協助推動，設置「學校推動成效獎」，對於「國中

學生組」及「高中職學生組」參賽學生人數最多及參賽學生比例最高之前 2

所學校，將可獲頒獎金及獎座（惟「國中學生組」參賽學生比例最高之學校，

須限學校學生總人數達 300 人(含)以上之學校，方符合資格列入評比）。 

二、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 

－總獎金超過 12 萬元，前三名推薦學校還可獲頒獎座。 

以全國國中及高中職教師為參賽對象(分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徵求以法治教育

主題為創作素材，設計以全國法規資料庫為教學平台之創新教案，收件期間

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0 日止，每組取前 3 名及佳作若干名，頒發優

勝獎金及獎狀，每組前 3 名推薦學校亦可獲頒獎座乙座。相關活動辦法，請

於「第五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網站」(http://law.全國法規.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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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預報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1 年 7 至 12 月公務員資訊訓練

實體課程表 

課程名稱 
課程 

性質 

學習 

時數 

報名截 

止日期 

網路 

上課期間 

實體 

上課日期 
名額 

PWP631【作業系統管理】Linux

系統管理《進階》 

實體 12 9/10  9/26~9/27 30 

PWP661【資安與管理】機房建置

與管理 

實體 6 9/10  9/26 30 

PWP621【程式設計】ASP.NET 4

網站開發 

實體 18 9/15  10/1~10/3 30 

PWP651【程式設計】Android 系

統與應用程式開發 

混成 14 9/1 9/3~10/5 10/04~10/5 30 

PWP671【資安與管理】OWASP 

Top 10 網頁應用程式安全漏洞

案例與實作 

實體 12 10/1  10/17~10/18 30 

PWP611【資料庫管理】SQL 

Server 2008 資料庫管理與維護 

實體 18 10/8  10/24~10/26 30 

PWP781【資安與管理】網頁安全

實測 

實體 6 10/13  10/30 30 

PWP771【資安與管理】資訊加密

與應用 

實體 6 10/19  11/6 30 

PWP761【資安與管理】無線網路

攻防 

實體 6 11/3  11/19 30 

PWP641【資料庫管理】MySQL

資料庫管理與維護《進階》 

實體 12 11/9  11/26~11/27 30 

註：詳細課程內容至『公務員資訊學習網』http://itschool.rdec.gov.tw－實體課程開班資訊－  

開班資訊查詢。 

 報名須知 

一、實體班：上課地點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30 號 3 樓(巨匠電腦台北認證中心)301、  

  302 及 303 教室。 

二、混成班：網路課程與實體面授（線上閱讀）兩部分，錄取混成班之學員，在實體  

  課程開課前，必須先完成網路課程，方能參與實體面授。 

三、報名方式：由機關聯絡人統籌辦理報名事宜，恕不接受個人報名。報名網址： 

http://itschool.rdec.gov.tw/ 

四、報名期間：自 101 年 8 月 6 日起開放報名。 

五、如有疑義事項，請以電話洽(02)23803976 說明。 

https://itshcool.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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