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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專欄 

 經濟資訊業務發展政策 

經濟部常務次長兼資訊長  卓士昭 

壹、前言 

臺灣位處優勢之經濟戰略位置，在科技及產業群聚具有相當的競爭實力，而   

經濟部掌理全國經濟方案策訂，長期積極推動經濟環境自由化和產業結構優質化，

建構具吸引力之投資環境，並打造安全穩定、潔淨效率之能源供應體系，以「活力

經濟、連結全球、高值產業、永續資源」為整體發展願景，期透過「創新」與「開

放」做為提升經濟成長潛能兼顧環境永續，以利民便民的態度及永續能源發展的精

神打造樂活台灣。 

在面對全球資訊化的競爭與挑戰，經濟部已將資通訊業務列為重要工作與便民

服務利器；此外，近年來網路所引發之資訊安全問題日驅嚴峻，使得資安防護工作

也成為資訊業務重要之一環，致資訊業務不斷持續地成長中。惟資訊人力及預算資

源有限，且為因應行政院資訊組織改造「資訊人力向上集中」、「資訊資源集中整併

至部會」等政策，亟需構思整體資訊發展政策，期藉由各機關共同努力，提升經濟

部整體效能及加強為民服務績效。 

  貳、經濟資訊體系概況 

經濟部核心資訊業務涵蓋工業發展、國際貿易、智慧財產、標準、檢驗及度量

衡、中小企業輔導、產業技術研發、自然資源、能源、國營事業等服務，各業務專

業性差異大，主要資訊業務均由各機關（構）之相關資訊部門負責，並與業務單位

協同合作完成業務資訊化工作。 

從資訊系統功能分類，主要包含機關專屬業務資訊系統、行政業務系統及對外

服務網站等三大類，其中各機關專屬業務資訊系統多為各機關內部業務應用系統，

行政業務系統主要為共通性資訊系統，包括公文系統、薪資系統、差勤系統、人事

系統等；在機關服務網站方面係提供機關線上申辦及各項查詢服務等便民系統。 

  參、推動中重要計畫 

隨著資訊技術進步及社會開放的腳步，機關同仁對於資訊系統功能及服務產生

了不同需求，民眾亦希望多參與公共政策討論並獲取各類資訊服務；因應前述需求

與挑戰，經濟部及所屬機關資訊單位，目前正推動行政院第四代電子化政府之招商

及投資服務計畫、建構消費品安全及標準計量檢驗服務計畫、強化專利資訊檢索計

畫、自然環境之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政府開放資料計畫及資安服務共用機

制計畫等，以穩健持續發展之腳步，提升整體行政效率、服務品質與強化資安防護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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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服務、資源共享

一、深化資訊加值服務
二、整合資源有效運用
三、提升組織管理效能

1.推動政府開放資料應用服務 2.推動知識整合加值服務
3.建立行動化即時服務 4.打造便捷e化服務
5.擴展地理圖資資訊服務 6.建置共享資料中心
7.推動共享資訊安全服務 8.建置共用電子郵件服務
9.建立共用性資訊服務 10.成立資訊發展推動小組
11.落實資訊人才培育 12.導入資訊專案管理制度

願
景

目
標

方
案

一、資料有效加值應用 二、政府服務隨身可攜
三、集中資源有效管理 四、發展共用資訊系統
五、強化資訊組織效率 六、提升資訊人員職能

策
略

  肆、未來經濟資訊發展政策 

為規劃經濟部中長程資訊政策發展方向，已於本(102)年 3 月訂頒「103 年至 105

年經濟部資訊政策白皮書」，以「多元服務、資源共享」做為經濟部資訊發展之願

景，並透過「深化資訊加值服務」、「整合資源有效運用」及「提升組織管理效能」

等 3 項目標，發展 6 項施行策略及 12 項施行方案，如下圖所示。茲就願景、目標

及施行策略分述如后。 

 

 

 

 

 

 

 

 

 

  經濟部資訊政策藍圖 

一、願景 

本部資訊政策以「多元服務、資源共享」，做為資訊發展願景，其意涵包含

如下： 

(一)多元服務：將建立政府服務隨處可攜之基礎架構平台，提供跨機關資訊分

享，同時可運用多樣化資訊工具，存取政府之各類整合式資訊服務，促進

應用加值服務發展。 

(二)資源共享：將整合組織資訊資源，統籌規劃機關資訊管理服務，降低重覆

投資成本，以提升資源利用率，將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二、目標 

為達成「多元服務、資訊共享」願景，研提以「深化資訊加值服務」、「整合

資源有效運用」及「提升組織管理效能」為資訊政策發展之三大推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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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資訊加值服務：將規劃相關加值應用系統，提供民眾便捷 e 化服務、

開放民間加值運用及同仁公務使用，以增進政府服務品質及帶動產業創新

應用發展。 

(二)整合資源有效運用：將藉由推動資訊資源共享機制及建置共享資料中心等

作業，降低各機關投入管理維護成本，以有限預算提供最佳維運管理措施。 

(三)提升組織管理效能：將規劃資訊人員職能地圖及培訓方案，建立專案管理

制度，以創造團隊合作之效益。 

三、施行策略 

規劃「資料加值有效應用」、「政府服務隨身可攜」、「集中資源有效管理」、「發

展共用資訊系統」、「強化資訊組織效率」及「提升資訊人員職能」等 6 項施行策

略，以落實上述 3 項推動目標。 

(一)資料加值有效應用：因應資料加值應用需求，透過雲端運算、Web2.0 及智

慧檢索等技術，提升資料之附加價值。 

(二)政府服務隨身可攜：運用行動化資訊技術，以創新思維打造電子化政府無

所不在之隨身服務。 

(三)集中資源有效管理：整合各機關資訊機房及資安防禦等基礎環境，降低資

訊資源分散及重複投入之情形，以達到資源共用、節能減碳之目的。 

(四)發展共用資訊系統：因應業務範圍不斷成長、資訊系統日趨複雜、資訊建

設經費逐年攀升等問題，將發展共用資訊系統，以節開發及維運管理成本。 

(五)強化資訊組織效率：建立跨機關之資訊整合機制，健全資訊管理制度，以

提升組織管理效能。 

(六)提升資訊人員職能：培養資訊人力資訊專業、溝通管理、政策擬定及專案

管理等核心能力，以因應未來組織變革及日新月異的資訊技術發展。 

伍、結語 

資訊化乃現代國家進步的衡量指標之一，亦為提高社會及政府運作效率之重要

手段。隨著政府部門對資訊服務的高度依賴，如何將有限之資訊資源做最有效的整

合運用，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又因社會開放的腳步加速，民眾對於政府服務效率，

要求愈來愈高，對於政策制定過程，希望能有更高參與和監督的機會。故資訊政策

必須以民眾有感的角度規劃，提供更便利的資訊應用服務。 

未來資訊部門的每一份子，應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針對民眾及業務單位之需

求，更主動參與並運用新的思維規劃各項業務，來驅策整體資訊業務之發展。 

參考文獻 

1.經濟部資訊政策白皮書，經濟部編印，民國 102 年 3 月。 

2.102 至 105 年度經濟部中程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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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資訊業務推展概況 

  壹、資訊業務體系 

經濟部目前設置有 16 個幕僚單位、14 個行政機關、5 個事業機構及 63 處駐外

商務機構，組織龐大且各具有專業性。如何運用資訊技術進行業務流程改造及提高

便民服務品質，一直以來是各機關長期發展工作項目。 

 一、資訊組織 

經濟部目前主要資訊業務均由各機關（構）之相關資訊部門或資訊任務編 

組負責，並由經濟部次長兼任資訊長督導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資訊業務，如圖

１所示。 

                      資訊業務                       負責單位 

 

  

 

 

  

 

 

 

 

 

 

 

 

 

 

 

 
圖 1 現行經濟部資訊組織架構圖 

又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進程及資訊業務發展需求，經濟部已規劃將現行資訊

中心改制為資訊處，並將組改後之能源署、產業發展局及中小企業局之資訊業務

 

經濟部資

訊長(次長

兼任) 

整體資訊業務 經濟部資訊中心 

商工行政 商業司第四科 

工業發展 

 
工業局資訊室 

 

中小企業業務 

 

中小企業處知識資訊組 

資訊應用科 

能源發展 

 
能源局能源資訊與統計科 

 

貿易業務 

 
國際貿易局資訊中心 

商品檢驗 

 
標準檢驗局資訊室 

 

智慧財產業務 

 
智慧財產局資訊室 

 

加工出口管理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第一組 

作業資訊科 

水利發展 

 
水利署資訊室 

國營事業管理 

 
國營會第四組第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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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力資源向上集中，而具有全國性資訊業務之機關則以成立獨立資訊單位為原

則，如圖２所示。 

 

資訊業務                 負責單位 
 
 
 
 
  

 

 

 

 

 
 

 

 

 

 

 
 

 

 

圖 2 組織改造後經濟及能源部資訊組織架構圖 

二、重要資訊系統範疇 

經濟部核心資訊業務涵蓋工業發展、國際貿易、智慧財產、標準、檢驗及度

量衡、中小企業輔導、產業技術研發、自然資源、能源、國營事業等服務，各領

域專業性差異大且系統繁複。為便利民眾查詢使用各項資訊服務，已建置全球資

訊網做為經濟部網際網路服務總入口，彙集各機關新聞消息、便民服務、線上申

辦、多媒體影音及全文檢索等，以 WEB2.0 的概念，提供各項電子化為民服務。 

 

 

經濟及能

源部部資

訊長(次長

兼任) 

整體經濟資訊業務  

 

 

 

 

經濟部 

資訊處 

產業發展 

中小企業業務 

能源發展 

國營事業管理 

商品檢驗 標準檢驗局資訊室 

智慧財產業務 智慧財產局資訊室 

貿易商務 貿易商務局資訊企

產業園區管理 產業園區管理局營運

管理組資訊科 

原子能研究 核能研究所綜合計

畫組第 2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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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行政業務系統、資訊環境相關管理系統及資安相關監控系統外，重要

業務資訊系統約計有 145 餘個，如附表「經濟部重要業務資訊系統一覽表」所示，

為各機關業務應用與便民服務重要系統。 

  貳、重要計畫推動情形 

隨著資訊環境之變化及各方需求，經濟部及所屬機關資訊相關單位，均積極推

動各項資訊計畫，導入新資訊科技概念及技術，改善民眾及同仁之資訊服務品質。

目前正推動中之重要計畫包括行政院第四代電子化政府之招商及投資服務計畫、建

構 消費品安全及標準計量檢驗服務計畫、強化專利資訊檢索計畫、自然環境之國

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政府開放資料計畫及資安服務共用機制計畫等，其推動

情形說明如下： 

 一、101 年至 104 年行政院第四代電子化政府之招商及投資服務計畫 

為配合行政院之全球招商政策，已研提招商及投資服務計畫進行資訊整合 

服務及跨機關資訊介接作業，並導入「全程服務」概念，提升行政效率，增益     

招商之成效，是改善我國經商環境重要措施之一。經世界銀行發布《2013 經商環

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3），我國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

總體排名為全球第 16 名，較去年進步 9 名，且在亞洲排名第 5 名。 

(一)擴建投資台灣入口網：持續擴建投資台灣入口網，以單一服務窗口為概念，

提供投資人從投資申請到正式營運所需之投資資訊及指引服務，同時配合

「經濟部全球招商及投資全程服務流程改造工作小組」，推動跨部門招商及

投資服務流程改造作業。又「投資台灣入口網」英文網站於 101 年 4 月榮

獲世界銀行評定為亞太地區招商網站第 1 名，全球 189 個招商網站之第 9

名，受國際肯定並與國際舞台接軌，有效輔助招商及投資作業。 

(二)貿商 e 化服務流程再造及整合：配合施政方向及法令調整，進行貿商之各

應用系統及服務之功能再造及整合，推行一站式線上申辦服務，整合跨機

關服務。  

(三)智慧財產權 e 化服務及流程整合：推動智慧財產權 e 化服務及流程整合，

助益吸引外資、台商企業，將研發活動及技術密集製造轉移台灣，擴大全

球招商投資之成效。 

二、101 年至 104 年行政院第四代電子化政府之建構消費品安全及標準計量檢驗 

服務計畫 

為提供業者快速便捷服務、符合民眾對資訊公開透明化需求與加強後市場監

督管理打擊不安全商品，將持續建置相關服務平台，包含整合服務單一窗口、跨

機關資訊交換服務及資訊基礎建設，主動提供各類服務對象之整合式全程服務，

提供民眾快速查詢生活周遭消費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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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0 年至 103 年強化專利資訊檢索計畫 

本計畫將導入共通檢索平台並建置專利商標檢索系統，將審查過程中之檢索

條件與歷程分類，進行系統化留存，做為建構智識庫之基礎，對內可擴散資深審

查人員之經驗智慧，對外則提供產業更佳之檢索策略。同時應用虛擬化及雲端技

術，提供更完善且具彈性之資訊基礎架構服務平台與服務，以強化檢索品質及效

能，提昇審查作業處理速度，促進產業界研發。 

 四、97 年至 104 年經濟部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 

本計畫係依據行政院 96 年 7 月 9 日核定之「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

十年計畫」辦理，目前經濟部資訊中心為自然環境資料庫分組之召集單位，由水

利署、中央地質調查所、礦務局等單位進行相關系統整合及建置作業。本計畫包

括自然環境基本資料整合供應倉儲系統、地質圖資建置及整合供應系統、國土礦

業資料倉儲整合系統、水利地理資訊決策支援系統及經濟地理資訊圖資系統等 5

個建置子計畫，整合地形、地質、土壤、氣象、水文、水資源、經濟地理等資料，

可做為防汛救災、土石監測、地質探勘、土壤調查、水源保護、生活服務等規劃

與管理。 

 五、102 年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構)政府資料開放推動計畫 

經濟部為鼓勵民眾與企業對政府開放資料進行創新加值應用，已依據「行政

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開放經濟部及所屬各級機關(構)之資

料，期透過民間無限創意，整合運用政府開放資料，衍生出新興的產業服務模式，

以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發展。 

 六、102 年 105 年建置資安服務共用機制計畫 

為整合經濟部所屬之資安防護作業，本計畫依據行政院指示，以經濟部目前

建置之資安服務為基礎，研究規劃建置資安服務共用中心，如圖１所示，將共同

之監控、分析及處理等資安管理項目集中化，減少重覆投入資源。參與機關除必

要監控項目外，可視其規模、預算與業務特性，彈性選擇資安服務項目，使各機

關專注在其核心業務推動，相關資安防護、日常監控與營運，則透過本計畫落實，

弭平機關間資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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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經濟部未來資安服務共用中心架構 

  參、未來施實策略方案 

經濟部為規劃中長程資訊政策發展方向，已於本（102）年 3 月訂頒「103 年

至 105 年經濟部資訊政策白皮書」，以「多元服務、資源共享」做為資訊發展之願

景，並透過「深化資訊加值服務」、「整合資源有效運用」及「提升組織管理效能」

等 3 項目標，發展「資料加值有效應用」、「政府服務隨身可攜」、「集中資源有效管

理」、「發展共用資訊系統」、「強化資訊組織效率」及「提升資訊人員職能」等 6 項

實施策略。 

為落實前述 6 項實施策略，已擬訂 12 項實施方案，作為後續資訊推動發展的

執行方向。茲就各項施行方案分別說明如下： 

一、推動政府開放資料應用服務：配合行政院開放資料政策，將可公開資料，逐

步開放企業加值運用，營造政府、企業及民眾三贏的關係。 

二、推動知識整合加值服務：為促進同仁經驗分享與協同合作，提升幕僚機關資

訊即時支援能力，將推動知識整合加值服務，以達到知識分享及再利用目的。 

三、建立行動化即時服務：結合無線網路及智慧型行動裝置，提供便利隨身可攜

的資訊服務。 

四、打造 e 化便捷服務：隨著資訊科技蓬勃發展，推動各項業務電子化便捷服務。 

五、擴展地理圖資資訊服務：整合工商、產業及能源等資訊，透過地理資訊圖資

運用方式，提供產官學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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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置共享資料中心：為降低各機關機房管理成本、減少資源重複投資及提升

資訊安全等，將推動建置共享資料中心，統籌集中資源規劃與管理。 

七、推動共享資訊安全服務：規劃建置共用資安服務平台，整合資安事件之監控

與通報服務，強化整體聯防能力。 

八、建置共用電子郵件服務：逐步進行電子郵件服務集中管理，建置共用電子郵

件系統，提升整體服務效能。 

九、建立共用性資訊服務：系統開發將朝向共用性業務資訊系統發展，並考量採

用雲端商業服務及軟體，以降低開發及管理成本。 

十、成立資訊發展推動小組：將配合行政院推動中央二級機關設置資訊長制度，

統籌本部資訊業務發展，以因應跨部門資訊業務推展，達資訊價值向上提升

之效益。 

十一、落實資訊人才培育：隨著政府機關資訊作業日漸增多，資訊單位業務量大

幅成長，資訊部門人員核心能力，將予長期規劃培訓。 

十二、導入資訊專案管理制度：將導入資訊專案管理制度及成立 PMO 辦公室，

以促進專案計畫成功及品質。 

  肆、結語 

隨著資訊業務之成長與變化，資訊人員的角色已由「行政資訊支援」提升至「業

務資訊支援」，但為了將資訊能量發揮至最大化及深度化，「資訊策略規劃」將是未

來努力之目標。經濟部將在資訊長之督導下，以「103 年至 105 年經濟部資訊政策

白皮書」為資訊發展方向，進行跨部門之資訊整合、流程改造及服務創新，達成「多

元服務、資源共享」之願景。 
 

附表 

經濟部重要業務資訊系統一覽表 

核心業務 業務分類 系 統 名 稱 

工業發展 

(工業局) 

產業政策 
海關進口稅則暨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系統 

ECFA/FTA 談判資料系統 

知識服務 
台灣製產品 MIT 驗證 E 化系統 

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網站 

金屬機電 

輕金屬資訊網 

經濟部推動工業合作計畫網 

經濟部精密機械發展推動小組全球諮詢網 

產業人才扎根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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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業務分類 系 統 名 稱 

電子資訊 

SIPO 投資風險評估資訊網 

平面顯示器產業資訊網 

軟體價值產業推動計畫網站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補助計畫網站 

智慧生活應用推動計畫網站 

資通訊安全產業推動計畫網站 

雲端產業應用推動計畫成果網站 

數位內容產業推動服務網站 

智慧電子學院網站 

工業區管理 

智慧型資訊系統 

台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 

彰濱工業區地理資訊系統 

推動工業區土壤及地下水採樣監測調查計畫資料庫 

工業局全國綠美化管理系統 

工業區土地及建築物租賃管理系統 

台南科技工業園區導覽網站 

民生化工 

醫療器材檢測驗證中心網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全球資訊網 

保健食品產業服務網 

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網站 

國際貿易 

(貿易局) 

線上申辦 

進出口廠商登記系統 

輸出入電子簽證系統 

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 

便民服務 

經貿資訊網 

貨品輸出入及大陸物品查詢系統 

貿易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出進口績優廠商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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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業務分類 系 統 名 稱 

商品檢驗 

(標準檢驗局) 

商品檢驗自動化 

商品報驗發證及風險管理系統 

商品驗證管理系統暨商品驗證機構管理系統 

專業實驗室管理系統 

驗證登錄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 

度政管理 

檢定管理系統 

檢查管理系統 

糾紛鑑定管理系統 

標準管理 
國家標準資訊管理系統 

正字標記管理系統 

智慧財產業務 

(智慧財產局) 

申辦業務 
智慧財產業務申辦相關系統 

入口網站管理系統 

專利業務 

專利行政資訊系統 

專利業務分析支援系統 

中華民國專利檢索系統網站 

國內外專利資料庫全域檢索系統 

本國專利技術名詞中英對照詞庫查詢系統 

本國專利英譯作業管理系統 

專利公報發行系統 

生技醫化中草藥檢索系統 

國外專利說明書線上申請網站 

專利商品化網站 

商標業務 
商標四合一檢索系統 

商標行政檔案管理系統 

著作權業務 
著作權管理系統 

著作權文件核驗單管理系統 

中小企業業務 

(中小企業處) 

資訊應用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網站 

中小企業數位關懷計畫網站 

雲端運算推廣服務計畫網站 

推動中小企業國際網路行銷計畫網站 

中小企業資訊創新升級計畫網站 

融資財會 
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 

中小企業財會資訊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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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業務分類 系 統 名 稱 

創業輔導 

創業圓夢網 

中小企業經營領袖研究班計畫網站 

創業育成課程學習網 

婦女創業飛雁計畫網站 

創新育成 

育成加速卓越服務網 

APEC 中 小 企 業 危 機 管 理 中 心 (APEC SME Crisis 

Management Center) 

研發成果資訊整合平台 

地方產業 
OTOP 地方特色網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主題網站 

經營管理 

中小企業輔導體系服務網 

中小企業商機媒合整合服務網 

台日中小企業合作交流平台網 

中小企業互助合作輔導計畫網站 

icare 中小企業網 

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計畫網站 

協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服務中心網 

中小企業行銷價值躍升計畫網站 

縣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企業服務志工)網 

中小企業智權加值服務中心 

品質管理 

中小企業品質管理提升計畫網站 

中小企業創新群聚網 

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資訊網 

中小企業綠色環保資訊網 

績優表揚 

小巨人獎網站 

磐石網(國家磐石獎網站)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網站 

法律諮詢 
法律諮詢服務網 

中小企業落實消費者保護計畫網站 

能源業務 石油業務 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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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業務分類 系 統 名 稱 

(能源局) 

電業管理 

汽電共生網路申報系統 

全國電器承裝檢驗維護登記管理資訊系統 

電業設備查驗網站 

再生能源 太陽能熱水系統推廣獎勵 

能源效率 車輛耗用能源核章作業電子化系統 

加工區管理 

(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 

投資審查 投資管理系統 

通關業務 
貿易同意文件簽審系統 

外貿管理系統 

線上申辦 
區內廠商全方位服務 e 路通平台 

管理費網路申辦暨自動報繳系統 

水利資訊 

(水利署) 

配合第三階段    

電子化政府      

政策辦理－優質  

網路 e 河川 

E 河川入口網 

E 河川資訊交換 

協同支援業務 

電腦化作業 

本署全球資訊網及相關專屬網站 

投資業務 

(投資處) 

 

投資招商 
投資業務處網站 

投資台灣入口網 

台商投資服務 全球台商服務網 

投資資訊服務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網 

延攬人才 延攬海外人才網站 

商工行政 

(商業司) 

公司登記與管理 

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預查系統（含公司名稱預查 

網路申請系統／公司名稱預查一維條碼申請系統） 

公司登記與管理系統 

商業登記 商業登記資訊系統 

公司及商業線 

上申辦 

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系統 

工廠登記與管理 
工廠登記與管理系統 

臨時工廠登記系統 

國土資訊 礦物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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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業務分類 系 統 名 稱 

地質 地質圖資整合系統  

水利 水利共享地理資訊系統 

經濟地理 
國土自然環境整合供應倉儲系統  

經濟地理資訊圖資資訊系統  

國營事業 

電力業務 

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 

電費開票系統 

配電工程管理系統 

固資材料系統 

產銷儲管理系統 

成品銷售系統 

探採管理資訊系統 

煉製管理資訊系統 

行銷管理資訊系統 

糖業業務 
土地管理資訊系統 

副產品帳務系統 

自來水業務 
營運管理資訊系統 

水費開單系統 

航空業務 

AES 航空工程資訊系統 

ERP/SAP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LIMS 整體後勤資訊系統 

PLM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 

MCP 生產排程系統 

E 化服務應用系統 

智慧聯網(IOT)應用整合與開發 

(本文由經濟部資訊中心提供) 

 
 



 
15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8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政策快訊－重要資訊計畫 

●警政署異地備援中心升級工程案 
警政署為維持警政資訊正常運作，確保資訊作業之可靠度，相關資料皆即時傳

送至備援中心存放，如資料中心遇事故無法提供服務時，即由備援中心在最短時間

內接替作業。茲因備援中心相關設備日漸老舊，且不支援 IPv6，將適時汰換。再者，

警政署配合本(102)年度實施之「強化警政資訊系統效能建置案」及「102 年度警政

雲端運算建置案」，將重整 e 化報案平臺(含失車、查捕、失蹤、兒少、身分不明、

違社、其他案類、一般刑案)、查贓典當、性侵害防治、應受尿液採驗人採驗、居

留外僑、外僑入出境、外人查處收容、治安顧慮人口、協尋中輟學生、大陸地區人

民、國人入出境及勤區查察處理系統等 20 項應用系統，規劃於 103 年陸續上線作

業，而為配合上述 20 項應用系統之轉置，異地備援中心相關資料庫及抄寫軟體將

配合升級，重新建置備援機制。 
 

●刑事警察局建置毒品犯罪資料資訊系統計畫 
刑事警察局有鑒於毒品犯罪型態趨於多樣化及組織化，而偵查人員偵辦毒品犯

罪案件，仍需由刑案知識庫、刑案紀錄處理系統、刑案關聯圖、車行紀錄查詢、相

片資訊系統等各類系統，逐一查詢、過濾及分析毒品犯罪資料，不免影響偵查效能，

爰擬於 103 年度建置毒品犯罪資料資訊系統，建立刑案關聯及人資情報，俾輔助偵

查人員蒐集證據及分析相關資訊，於第一時間即掌握破案契機。 

本項計畫將增置各類伺服器及相關設備，並開發下列 3 項應用系統： 

一、毒品查緝資料庫整合查詢系統：彙整內部及外部毒品犯罪相關資料，如涉毒嫌

犯基本資料、行為模式、毒品先驅原料、先驅化學品等，以建置具整合性之資

料庫。 

二、毒品查緝決策分析系統：整合及交叉分析毒品犯罪之人、案、物等相關資料，

即時提供偵查人員辦案情資。 

三、毒品查緝關聯視覺化系統：針對錯綜複雜的毒品網路犯罪案件，具備視覺化的

分析功能，俾獲取案件之脈絡及關聯性，增進打擊犯罪之能量。 
 

●疾病管制局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 

全面改版及效能提升計畫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 92 年規劃建置「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NIIS)」，

協助地方衛生單位掌握轄區接種實際狀況及各項預防接種完成率、工作量，以利管

理及預注催種作業，並彚整分析全國預防接種資料，作為預防接種與防疫策略之決

策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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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IS 當初設計係將資料儲存於各市、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為作業單位，

預防接種之常規報表上傳衛生局，經彚整後轉疾病管制局。由於中央與地方對於

NIIS 之管理運用需求持續擴增，資料量不斷累積，不免影響系統及業務運作效能，

疾病管制局遂於 101 年針對 NIIS 資料庫約 1.72 億筆預防接種資料進行清淨工程，

運用心智圖多重邏輯分析，清除重複性及無效資料，釐清系統程式與作業程序可能

之缺點或可再改善要項，並規劃進行全面改版，將疾病管制局與各市、縣(市)衛生

局現有 52 部伺服器，整併為單一之集中資料庫，並將個案接種資料之建檔及轉介

歸戶，由戶籍地歸戶改由網際網路專線連結 NIIS 平台作業，以提升預防接種工作

及其管理效能，以及資料之一致性、完整性及安全性，強化群體免疫及防疫安全。 
 

●中央健保局 103-104 年度健保資訊系統作業計畫 
中央健保局於民國 90 年規劃開發醫療資訊系統，93 年全面上線作業，主要係

處理每月醫療費用申報資料之收載、檢核、抽樣、專業審查、核算及核付，並依據

各時期業務推展需要，收載醫療專案試辦計畫相關資料，以及健保 IC 卡每日上傳

之就醫資料，進行細項比對檢核作業，定期結算各總額部門點值。 

由於健保醫療業務項目不斷變動及擴展，健保資訊系統功能亦需適時配合增

修，將於 103 及 104 年度辦理者計有下列 7 項作業： 

一、健保局為因應業務歸戶處理需求，自 101 年起將醫療資訊系統原有之六分區資

料庫，逐步調整為集中化架構，103 及 104 年度擬持續調整醫療申報、審查、

核算等主流程，以及財務、醫務管理、個案管理等非主流程之應用系統架構，

以建構完整之醫療申報及個案歸戶資料庫，其主要作業項目有：建立醫療費用

主流程及非主流程系統介接之原則架構、集中化架構之最佳化流程調整，以及

配合修改相關系統程式等項目，俾因應健保試辦計畫之多樣性及跨區事後審查

業務需要。 

二、健保資訊系統有關醫療申報、審查、核算等主流程業務，以及財務、醫務管理、

個案管理等非主流程業務，係分別於不同主機平台作業，不免影響系統效能與

部分整合結算作業，爰參照目前之主流程，將系統環境予以統一，其主要作業

項目有：作業平台升級、程式重新編譯、資料庫版本升級及資料移轉、配合

UniCode 資料庫之移轉而修改相關程式。 

三、健保局收載各特約院所之醫療資料，為強化資訊安全，於 100 年即完成醫療敏

感性資料之實體加密作業，另將針對健保局與各院所相互傳送之檔案於各主機

等待處理或置放過程即全程予以加密處理，相關作業項目包括：規劃與建構醫

療檔案加解密政策及機制、建置檔案加解密共用函式功能、建立檔案加解密流

程管控作業、修改報表或檔案產製之相關程式。 

四、配合衛生署預計於 104 年導入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 10 版(ICD-10)之

政策，將輔導各醫療院所將疾病分類編碼，由 ICD-9-CM 2001 年版轉換至

ICD-10-CM/PCS，並開發及建置檢核對應新舊編碼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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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提升醫療照護品質，健保局陸續針對特定疾病辦理論質計酬之試辦計畫，俾

早期發現、治療、控制及改善慢性病之病情，103 及 104 年度將推動癌症論質

計酬相關方案，包括建置健保資訊網收案作業平台、癌症申報費用資料收載作

業、癌症論質計酬結算作業系統、癌症醫療品質評估檢核機制等項目。 

六、部分民眾習慣重複領藥，導致重複用藥，健保局將建立藥歷資料檔案架構，按

個人歸戶，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節省健保資源，主要作業項目有：建立藥歷

檔、藥歷資料轉置、研擬藥歷資料檢索技術、修改相關介接系統、建立各項分

析及統計功能。 

七、由於藥價申報案件日益增多，將建構藥價調查單案或整批受理整合作業，包括

受理及轉檔批號整合、受理資料批次陳核、受理完成回函、受理狀態流程查詢

等作業項目，以減少行政成本。 

●中華郵政公司外匯存款作業系統委外建置專案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擴大營業範圍，順應客戶全方位理財需求，將委外建

置「外匯存款作業系統」，以提供客戶多幣別之一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綜合存

款帳戶，以及開辦國際郵政匯票、國際匯出匯款、大陸匯款、買賣美金旅行支票、

買賣外幣及人民幣現鈔等外匯業務，包括外匯活期存款作業、外匯定期存款作業、

外匯綜合存款作業、水單及交易日報作業、匯利率訂價與議價作業、SWIFT 電訊管

理作業、外匯會計帳務管理作業、系統營運管理作業等主要事項。 

本作業系統將建構於現有儲匯系統平台，採 Web-Based 作業環境，相關備援與

資安防護機制，亦併入現有系統平台統合處理；系統上線初期則將選擇 30 個較具

規模之郵局先行開辦，再循序推廣，以提升金融服務水準與業務競爭力，並可降低

外幣取得費用與國外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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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資料開放 

●農業資料開放平臺建置與推動現況 

壹、前言 

農委會為因應行政院推動「開放政府資料」政策，發展各項跨機關便民服務，

本(102)年度農委會優先規劃整合與民生消費直接相關的農漁畜產品、農村旅遊資料

於單一入口網站(http://data.coa.gov.tw)，大眾即可獲得並取用相關開放資料進行加

值運用，期藉由民間無限的創意及資源，帶動更多創新加值應用服務內容。 

貳、國外推展OPEN DATA現況 

開放資料(Open data)指的是一種經過挑選與許可的資料，這些資料不受著作

權、專利權，以及其他管理機制所限制，可以開放給社會公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

出版使用，不論是要拿來出版或是做其他的運用都不加以限制。 

歐美主要國家及世界銀行、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組織於 2009 年開始，針對「政

府資料開放」陸續提出關於公部門資料(資訊)的開放計畫，世界各國政府亦針對不

同資訊類別制定資訊加值的政策目標，目前全球已有 43 個國家以上、開放超過 102

萬餘個資料集(datasets)。由此可知，政府資訊公開的制度與作法早已為世界許多先

進國家所採納與施行，更是現今國際組織如 WTO 對其成員國政策環境之要求。制

定並執行政府資訊公開法規、確保政府資訊公開的落實，以建構誠信政府，成為一

種無可抵擋的趨勢。 

進一步以美國為例，為使民眾更易獲取美國空間資訊，美國聯邦政府機關與環

境保護署(EPA)、大氣海洋局(NOAA)等單位共同合作，建立新一代的國土資訊系統平

臺，該平臺上提供豐富的地理資訊圖層以及多樣的 GIS 工具，讓政府機關與一般民

眾都可以透過友善的平臺獲取所需要的空間資訊。除此之外，美國政府在 2009 年

時成立 Data.gov 網站，要求聯邦政府機關透過此網站來提供政府開放資料給公眾下

載使用，並積極鼓勵企業組織、人民團體、與公民個人使用開放資料進行創新加值

(Crowdsourcing)，以期增進公共價值(Dawes & Helbig, 2009)。現階段 Data.gov 已彙整

約有 390,297 組資料集，並且有 172 個聯邦政府機關加入資料分享行為，至今累計

超過兩百萬次資料下載(Data.gov, 2012)。 

隨後，英國政府也在 2010 年初成立 Data.gov.uk 網站，至今已約有 5,400 組資

料集上線，資料提供者涵蓋了中央政府機關與地方政府機關(Data.gov.uk, 2012)。英

國政府其開放資訊範圍有兩種型態，一為政府所產生的公開資訊，包括地圖、心臟

手術死亡率統計數據以及公車時間表等；另一項則為蒐集民意所得來的資料，並將

之整合利用回饋於公眾資訊上。 

法國政府不但提供開放資料平臺，另外還提供人民監督政府資訊平臺，將民眾

意見納入民主政治的改善評估中，藉此讓政策能夠更貼切、更合乎民意，激起了年

輕族群參予公開資訊發展的行列，為資訊加值的推動增添一股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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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得知，透過開放資料(Open Data)模式進行政府機關的資料與資訊集

中分享已儼然成為一股趨勢，現有約三十個國家的政府機關(亞洲地區如香港、新

加坡與韓國)和國際性組織(如 OECD 與世界銀行)已經透過此概念來實作推廣資料與

資訊的分享(Data.gov, 2012)。 

參、國內「政府開放資料」發展現況 

政府資訊公開是民主國家的重要原則，自網際網路普及以來，國內在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的電子化政府規劃與要求下，各政府機構已逐

步透過網站設置方式，將各機關組織介紹、服務項目與線上服務窗口等便民服務放

置於網站中。現行各行政機關網頁中大多具有「政府資訊公開專區」或類似的版面，

提供民眾、企業或其他機關下載使用；另外於「政府資訊公開專區」以外的版面，

亦可見機關以不同形式主動提供其所擁有的資訊與資料。 

研考會於 101 年 10 月 15 日於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會議報告「政

府資料開放(Open data)推動策略」，會議內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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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驟，並配合「主動開放，民生優先」、「制定開放資料規範」、

「推動共用平臺(Data.gov.tw)」、「示範宣導及服務推廣」等四大焦點策略推動政府

資料開放工作。行政院各機關單位於資料開放初期，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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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由於政府機關現有的各種公開資料格式不一，造成民間加值使用的困難。因

此，研考會也計畫參考國際 Open Data 的格式，制定臺灣的公開資料格式、資料發

布與查詢標準，並以五星級的標示方式，清楚載明各種公開資料的可用程度，各星

級的說明如下： 

一、 一顆星表示資料已上網且開放授權，但格式不一。 

二、 二顆星表示已經提供結構化的資料。 

三、 三顆星表示使用非專屬的格式。 

四、 四顆星表示可以直接標示、存取和運用資料集裡的單筆資料。 

五、 五顆星表示已經將該公開資料和其他資料進行連結，建立並提供相關的API

或網址等，可供民間直接加值運用。 

肆、農業資料開放平臺建置與執行說明 

農委會在開放資料之推動執行上分為三個進程：(一)資料彙整階段：內部資料

的盤點與分類為該階段主要工作內容；(二)第一階段資料開放：以整合與民生相關

之資料與建立資料開放機制為主要工作；(三)第二階段資料開放：以整合與農業領

域相關資料為主要工作內涵。 

一、建立資料開放優先順序之評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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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長期以來累積的資料相當龐大，橫跨的主題領域也相當多，到底要先

開放哪些資料？哪些資料晚點開放？是需要一套內部的評定準則與原則(如圖 1)： 

(一)從資料面評估 

1. 資料的完整度：既有資料愈完整者優先開放。 

2. 資料的授權情形：由於開放資料的精神是必須讓使用者不受著作權、專利

權及其他管理機制的限制，因此授權愈完整的資料可優先開放。 

(二)從服務需求面評估 

1. 滿足最多數民眾需求者：為讓政策有感，以攸關最多數民眾的最大效益及

能滿足其需求者優先開放。 

2. 具備加值應用潛力者：以可預想到資料被加值應用的可能性者為優先開

放；透過加值應用的亮點，讓民眾直接感受開放資料的效益。 

3. 符合政策推動及對整體農業產業發展有助益者：符合農委會的政策推動或

具決策參據、對於農業產業的發展有助益者的資料亦列入開放資料，可以

讓民眾更了解施政效益與決策品質。 

 

圖 1 資料盤點與挑選評估程序 

二、農業資料開放平臺標準化規範之規劃 

基於前述評估基礎，農委會著手規劃實作農業資料開放平臺，本平臺規劃可

以提供一星級至四星級形式，讓一般民眾取得開放資料。並建立開放資料與介接

既有系統，規劃保存非結構式檔案內容、結構式的檔案內容、與客製化的 xml、

web service、http、socket 等介接既有系統的方式。依資料屬性，分為不定期人工

檔案上傳或是排程系統自動擷取最新資料方式，以更新開放資料平臺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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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資料開放平臺系統架構與功能說明 

本平臺架構於農委會機房內，建立開放平臺網站主機(虛擬化)，資料庫部分

採用會內公用資料庫主機，另建立測試主機一套(虛擬化)，供往後系統介接測試

使用(如圖 2)。 

 

圖 2 資料開放平臺架構示意圖 

資料開放平臺前端網站包含跑馬燈、平臺消息節錄、最新資料節錄、資料搜尋、

關於我們、網站地圖、資料使用規範、資訊安全政策宣告、隱私權保護宣告、聯絡

我們、平臺消息、常見問答、最新查詢、熱門查詢、分類查詢、進階查詢、開放資

料介接等(如圖 3)。 

2.網站說明 3.網站資料 4.公開資料查
詢1.首頁

資料開放平台前台

平台消息

常見問答

關於我們

網站地圖

資料使用規
範

活動專區

熱門查詢清
單

資料搜尋

最新查詢

分類查詢

進階查詢

5.對外介面

開放資料介
接

資訊安全政
策宣導

隱私權保護
宣告

聯絡我們

資料目錄清
單

 

圖 3 農業資料開放平臺前臺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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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資料開放平臺之數位資源整合與介接方式 

資料開放平臺網站參酌 Open Data Protocol(OData)國際規範，強化後臺管理機

制、提升前臺網站的資料搜尋能力及呈現視覺化資料，以提供標準、友善且安全

的資料服務為目標。其數位資源整合介接分成 6 個階段(如圖 4)，包括： 

(一)資料選定：分析來源資料的檔案格式類型為格式化或非格式化資料。 

(二)資料匯入：完成分析來源資料格式後，依來源資料格式選定介接方式進行

資料匯入工作。 

(三)資料轉換：利用轉檔程式與web service轉置方式，將資料轉換為機器可判別

的檔案格式。 

(四)資料合併：透過資料庫與檔案伺服器的方式進行資料合併作業。 

(五)資料提供：來源資料為非結構化資料(如WORD、EXCEL等)，將直接提供原

始檔案格式，若其來源資料為結構化資料則提供JSON格式。 

(六)資料應用：民眾可直接透過本平臺已整理好的格式化資料進行相關手持設

備、應用系統與其它模式等進行加值應用。 

 

圖 4 數位資源整合方式說明圖 

五、資料使用規範與授權方式 

農委會所建置之資料開放平臺為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公開資料，提

高政府資訊透明度，鼓勵個人、企業和組織運用本會開放資料創造知識資產及便

民服務。資料授權方式除另有註明，本平臺內容與資料皆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

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臺灣 授權條款」。 

而開放資料倡議組織青平臺基金會亦對此授權方式表達高度肯定，並撰文表

示「如果沒有臺北市政府開放資要作為先鋒與其他單位的跟進，農委會的開放資

料在規範上與授權上可能還是和開放資料的精神有很大的差異，因此認為行政院

農委會是第一個真正符合開放資料的基本要求的政府開放資料平臺。」大大提高

資料使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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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農業資料開放平臺已開放資料集 

農委會為因應政府推動資料開放政策，使政府資料能更有效利用，本年度挑

選現有與民生訊息相關之農業資料，提供農遊景點、農業美食、農產伴手、安全

飲食與行政/公告等五項服務主題 17 項資料共計 428,000 餘筆開放資料，提供民眾

及加值業者進行創新應用服務開發，各主題內容說明如下： 

(一)農遊景點：提供目前農村旅遊、休閒農場等相關資訊。 

(二)農業美食：提供農村特色美食、在地農特產品資訊。 

(三)農產伴手：提供農漁百大精品、在地伴手禮等資訊。 

(四)安全飲食：提供各類安全農產品標章資訊。 

(五)行政/公告：提供屏東生技園區資訊與訴願系統資料。 

農業資料開放平臺依據各項資料來源格式，若其原始提供資料為非結構化檔

案(如 word、PDF 等資料)，將以原始檔案方式進行提供；若其原始提供方式為結

構化檔案(如 excel、csv…等資料)，則會以原始的檔案與 JSON 方式進行提供，各

項資料提供格式說明如下表。 

表 1 農業資料開放平臺各資料提供規格說明 

項次 主   題 資   料   名   稱 規   格 

1 

農遊景點 

住宿資訊 JSON 

2 休閒園區 JSON 

3 景點資訊 JSON 

4 森林遊樂區 CSV、JSON 

5 森林步道 CSV、JSON 

6 
農產伴手 

優質農產品資訊 JSON 

7 全國漁會產品資訊 CSV、JSON 

8 
農業美食 

美食資訊 JSON 

9 水產精品資料 CSV、JSON 

10 

安全飲食 

CAS 優良農產品資訊 JSON 

11 吉園圃產品資訊 JSON 

12 產銷履歷產品資訊 JSON 

13 

行政/公告 

屏東生技園區優惠獎勵資訊 WORD 

14 屏東生技園區設廠資訊 WORD 

15 屏東生技園區進駐企業資訊 EXCEL、JSON 

16 訴願決定書 JSON 

17 訴願查詢資訊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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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資 料 開 放 平 臺 於 102 年 3 月 29 日 正 式 上 線 提 供 服 務 ( 網 址 ：

http://data.coa.gov.tw)，截至 4 月 30 日為止，其網站總瀏覽數為 8,213 人次，資料

查詢人數為 4,554 人次。在資料使用部份，以 CAS 優良農產品總介接次數 42,148

居冠，其次產銷履歷的總介接次數 25,936 次，第三為吉園圃 21,835 次，由此可知

民眾對於安全飲食相關議題較為重視。農委會近期目標以朝向資料的正確性與完

整性為主，另外，也會持續擴增對民眾有益的資料集。 

七、第二階段新增資料集之規劃 

農委會各類農業主題資料，均各自建有專屬的主題網站公開相關資訊；因

此，就開放資料的先決條件「資料數位化」而言，已經蓄積了相當的基礎能量，

因此未來陸續上架「肥料資訊」、「農藥查詢」、「植物疫情」、「農情調查」、

「交易行情-蔬果/花卉/毛豬/漁產」、「農民學院」、「防災資訊」…等以農業為

主的資訊，將有助於農業政策推動或決策參考，亦可以讓民眾更了解施政效益與

決策品質。 

伍、結語 

本文簡要介紹農委會資料開放平臺之建置、執行現況內容等面向，期藉本文分

享相關經驗。 

對於政府部門而言，「開放資料」能夠讓民眾生活更便利，也能促進產業發展，

當產業利用「開放資料」創造出更多新的應用與服務時，同樣能夠回饋到民眾使用，

共同創造出具有附加價值的應用服務。 

農委會建置農業資料開放平臺，期達成推動政府資源加值應用之「政策達成」

效益，包括： 

一、完成建置「農業資料開放平臺」及制定資料標準化格式，使用者若需接取開

放資料平臺之資料，本平臺提供API介接方式，提高對使用者服務的便利性，

提供大眾與加值業者能自由加值使用所取回的資料，開發創新應用服務。 

二、開放政府資料有助於活化政府機構所蒐集持有的各項資料，使這些資訊能被

更充分且有效的利用，並有助於提高政府效能，進而達成增進透明治理及效

能政府之目標。 

目前政府在「資料開放」與「資料加值」之推動策略上，主要以「資料加值」

作為「資料開放」的正當性，以促進政府部門釋出資料，並以應用程式的開發作為

政府資料便民使用的服務範例，希冀未來以開放資料的角度來思考規劃創新服務，

結合民間力量與合作，產生民眾所需之資料集，促進人民參與，增進民眾對於政府

之信賴。 

在開放政府資料與個人隱私議題上，則應以保障個人隱私優先於開放政府資料

為原則，積極思考以正面態度面對開放資料的需求，才能同時兼顧人民隱私的基本

權利及發揮「開放政府資料」之成效。 

(本文由農委會資訊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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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共構機房 

●規劃建置綠能雲端機房之經驗分享 

壹、前言 

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是臺灣教育政策及課程測評等研究體系之樞紐

中心，同時也是全國教育領導人才的培育重鎮。本院係於 100 年 3 月，由國立編譯

館、國立教育資料館、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整合而成，其有三峽總院區、臺北院

區及臺中院區三個院區，電腦機房分散在三峽、臺中、臺北一樓及四樓共計有四個

機房。同時有部分主機分散放在各個單位，有資訊安全之風險且不易管理。另外由

於原來各機房已使用多年，當初使用時為求方便快速，電源線、網路線及光纖等夾

雜在一起如圖 1，混亂不堪；同時又把機房當成庫房倉庫使用，堆積諸多欲報廢之

設備、箱子等等雜物，讓整個機房雜亂無章，亟需予以整頓。 

 

 

 

 

 

 

 

 

 

 

 

同時為因應教育部在 102 年度將本院資訊安全等級由 C 級調升為 B 級，故必須

盡快實施機房整體改造計畫。本改造工程需在運用最少經費，同時在影響全院同仁

使用網路與院外人士使用資訊資源最低狀況之情形下，進行三峽主機房原地整建，

將臺北及臺中等主要伺服機器及儲存設備等移回三峽使用，並對臺北及臺中兩機房

做一初步調整，同時作業期限不到兩個月，需在 101 年 12 月底前完成，故其工程

益顯艱鉅困難。 

貳、導入過程 

一、 釐清三個機房之定位 

為提高院區整體網路機房的營運管理效能及達成節能減碳的政策目標，規劃

各院區保留一個機房，亦即將臺北一及四樓機房整併至一樓共計整合成為三個機

房，四樓機房空出還給教科書發展中心使用。同時將三個機房定位為： 

圖 1 原三峽主機房內之線路混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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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峽主機房：將院內主要之伺服機器、儲存設備及應用系統等資訊資源移

至此主機房，集中資源統籌調配，對外提供服務。 

(二)臺北備援機房：置放部分之伺服機器、儲存設備等，將三峽主機房之應用

系統、資訊等異地備援至此機房，萬一三峽主機房有任何狀況，可以啟動

此機房之資源提供服務，降低風險提高服務能量。 

(三)臺中網路機房：提供臺中院區網路、資安設備等置放之場所。 

二、以符合國際綠色機房標準為指導依據，採整體規劃，逐步調整之方式建置 

由於經費短絀，無法一次建置完成，故必須訂定優先次序，將每一塊錢運用

在刀口上，故將三個機房定位在原地整建，沿用舊有之高架地板、冷氣設備及部

分機櫃等，以節省成本；俟爾後有經費時再考量調整。同時為響應政府所推行之

綠色能源、節能減碳政策與近年來各類網路傳遞服務與數位資訊系統服務的快速

增加，本院致力於綠色機房的規劃與執行，期能更有效率提供實體安全、穩定的

網路環境與資訊服務，並符合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 之 規 範 要 求 。 故 本 案 三 峽 主 機 房 以 TIA-942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機 房 規 範 及 國 際 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綠色機房標準為指導依據。依此擬定招標需求書。 

三、確定在影響同仁上班工作最低之原則下進行機房整建 

由於機房工程牽涉到電力重整、網路線重佈等，同時亦須將原在臺北機房及

分散在各單位之主機搬移到三峽機房，因此只能平時做好規劃，不需停機的部分

可在平日完成，牽涉到需停機或網路需斷線的就盡量利用夜間及假日進行施工，

使機房整建工程在影響同仁工作最低之情狀下完成。 

四、對外公開招標及配合施工 

本案採資訊服務委外之方式，對外公開招標，以限制性最有利標的模式，評

選出優勝合作廠商，並在施工過程以滾動式之專案管理來進行，使其時效與品質

皆能符合本院所需。 

参、機房特色與效益 

整體工程已於 101 年 12 月順利完成，其特色計有： 

一、 配置冷熱通道，並結合機房環控系統，以達成節能省碳之功效 

機房都有一個共通的「散熱問題」，在空調系統上，因舊有之機房空調機為

上出風/下回風的系統，風的循環模式無法支援建立冷熱通道的循環模式。為解

決此一問題，將空調機的上出風帽改裝成風管系統引接到機房兩側之冷通道區，

並建立冷通道閉鎖的簾幕系統，有效解決機房混風的情況，冷風由冷通道區通過

機櫃及資訊相關設備，轉為熱風抵達中央之熱通道再由空調機吸回，形成冷熱風

循環，達到節能省電之效果，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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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綠能雲端機房採預先

分析機房建築特性，配合新空

調氣流模式、改善電力架構等

方式，並結合機房環控系統，

有效大幅降低冷卻系統所需

的能源，達到節能減碳的功

效。在本案導入國際綠機房設

計規範，規劃符合節能規範

Green Grid and LEED 

(ASHRAE) 、 可 靠 度 規 範

Uptime Institute & TIA-942

等。更在執行專案過程精確落

實專案管理歩驟，逐歩完善並              

如期如質達成建置目標。 

二、採用結構化線路佈局，光電線路分流，建構完美線路繞送系統 

傳統機房的基礎設施之所以失去可管理性，大都是建設網路機房時，忘了設

置一套可支持機房網路線纜成長的線路繞送機制，所以當機房隨著網路的擴大而

逐步擴充，網路線纜只好交互重疊，也讓機房逐步的失去線纜管理的靈活性。新

綠能雲端機房設置了櫃頂光纖繞送系統，具有多種下線及轉彎套件，可快速將光

纖跳線繞送至服務系統，對光纖線路的管理及增設可輕易達成，可有效的降低機

房維運成本。另設置網格式銅纜橋架系統，用來繞送整個機房的網路線纜，詳如

圖 3 及圖 4。在高架地板下設置網格式電纜繞送系統，有效的解決全機房大量電

纜繞送走線的需求。 

整建後之機房環境設施、機櫃系統及結構化線路佈局，導線槽配置、皆符合

TIA-942 規範，且滿足至少未來 6 年線路擴充需求。 

三、強化電力饋送機制，達成高效能機房之目標 

「高效能機房，從電開始」，由於三峽主機房既設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主電力無法支應整併後電力之所需，且原設 IT 電力並沒有備援發電機的供應，

在機房電力供給上有極大的風險隱憂。此次整建從鐸聲館大樓 1F 的電力室 ATS

盤引接電力供應未來機房之所需。 

 

圖 2 機房之冷熱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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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動力中心之發電機連接至鐸聲館大樓 1F 的電力室 ATS 盤，再連接至 4F 機

房。由於發電機之容量不足，故只規劃部分主要設備連接發電機，供停電時緊急

使用。俟爾後有經費時再逐步擴充之。並從 1F 主電力室引接主接地線至 4F 機房，

建立機房接地系統的主參考點。在機房高架地板內設置一套符合 TIA-942 及 IEC

標準的接地系統，接地線使用 14mm²/600V/裸銅接地線。 

電力工程：設置不斷電系統(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雙迴路供電系

統及突波保護裝置。UPS 是機房綠色運轉的第一關，一般傳統的 UPS 其整機滿載

效率大約在 80%~85%，半載時效率更低，造成能源轉換時的極大耗損。此次整建

案使用高轉換效率 APC 機架式 UPS 系統以達到最佳節能設計。 

機櫃電力饋送配置：從機房配電系統至機櫃區，設置電纜繞送系統，用來支

持保護電纜。 

所有電力電纜均為 10AWG(5.5mm²) 600V 三芯式聚乙烯(PVC)絕緣軟質電力

電纜，以利機房線纜整理需求。每組機櫃均配置 2 迴路電力纜線。 

四、全系列採用高適用性機櫃系統，解決機房的散熱難題。 

新一代資料中心基礎設施的建設，對關鍵設備的重視集中在解決現代機房的

散熱難題。新世代網路機房的機櫃，考量的主要重點： 

(一)妥善的線纜管理 。 

(二)風流的順暢。 

(三)安全穩固防震要素。 

新綠能雲端機房依循TIA-942的要求，設置高適用度機櫃系統來滿足機房的

需求。由於受限經費因素，故沿用部分舊有機櫃，只增購部分新機櫃。 

圖 3 完美之線路繞線系統(一)           圖 4 完美之線路繞線系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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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設備櫃：使用具有垂直及水平理線

槽 的 高 密 度 網 路 機 架 系 統 ， 以 滿 足

CoreSwitch線纜的管理特性。皆在充分保

證機櫃的散熱功能，可以保持機櫃前後冷

熱氣流的暢通，從而達到提高設備的運轉

性能和穩定性。使用45度曲面跳線面板，

有效的在主配線櫃設置及管理480個網路

節點，為最高效能的網路配線機制。出色

的線纜管理系統不僅使機房美觀整齊，更

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避免線纜和電源線

的擁擠，提供跳線區域和配電基礎設施設

計可為交互式，保證機櫃內部有足夠的氣

流空間，以使氣流得到最大化散熱效果。

網路設備櫃可參考圖5。 

伺服器櫃：使用具有垂直理線機制的模

組式高密度機櫃系統，用以增強線纜的管

理特性。伺服器群最令人頭痛的網路跳線

及電源線、KVM 線，都獲得完美的解決。這是機房設備區(MDA，Main Distribution 

Area）機架系統的卓越設計。伺服器櫃可參考圖 4 右邊之機櫃。 

二、 整合環境監控、門禁及消防

系統，強化機房資訊安全。 

本案三峽總院區機房特別引

進符合(NFPA-2001)標準的滅火藥

劑 HFC-23 全自動滅火系統(命名為

TOMAHAWK-III) 機 房 氣 體 滅 火 系

統，在兼顧滅火效果與環境保護的

考 量 下 ， 其 使 用 的 滅 火 劑

HFC-23(學名為三氟甲烷，商業名

稱為 FE-13)為不含氯的化合物，不

會有破壞臭氧層之環保問題且仍

保有其強力的滅火效果，也不會造成二次污染，更不會損害現場的精密儀器。為機

房重要不可或缺的安全設施。 

同時門禁系統採用指紋與刷卡功能，可有效管制人員出入。機房內有溫濕度及

煙等偵測裝置、亦設置有紅外線監控系統，可了解資訊人員在機房內處理事務之狀

況。故其系統已整合環境監控、門禁、中興氣體消防等功能，滿足防火及實體資訊

安全建置，如圖 6。 

 

圖 6 整合環境監控、門禁及消防系統 

圖 5 網路設備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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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次機房改造工程亦考量院

區美化之問題，原先三峽主機房空調機

使用水塔及抽水馬達建置於鐸聲館後

之草地上，由於已使用一段時間顯得有

點髒亂，故在工程內亦將其清洗美化，

並利用松木隔板將其作區隔如圖 7，一

則可避免樹葉樹枝等掉入水塔內，造成

冷氣故障影響機房運作。再則可美化院

區環境，一舉數得。同時亦將調整下來

之 UPS 設備移至三峽機房所在之鐸聲

館電器室，並接上鐸聲館之鐵捲大門，

解決多年之困擾--當大門關上時，只要

一停電就無法出入，以致無法在第一時間進入鐸聲館機房緊急處理相關事宜。 

肆、後續發展 

機房整建完成後，只是完成本院資通訊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尚須搭配後續相關

措施，才能有效地提供綠能雲端機房之服務。其措施為 

一、 規劃擴大高速網路頻寬 

機房整建完成後，要能成為雲端機房，讓使用者用得順暢滿意，其首要之務

需搭配高速網路之調整，故配合機房之定位將本院三院區以環狀網路做一連結，

加上以兩路電路來接上TANet，在經費發費最少情狀下使其能相互備援；故在每

個月電路租用費增加2萬多元的情況下，將本院院際及對外網路連線調整如圖8所

示，其分別為： 

(一) 三峽院區與教育部由100Mbps 提升為1,000Mbps 之光纖。 

(二) 台北院區與教育部保留原1,000Mbp 之光纖。 

(三) 三峽與臺北院區由10Mbps提升為1,000Mbps 光纖。 

(四) 三峽與臺中院區由2Mbps E1專線提升為100Mbps光纖。 

(五) 臺北與臺中院區增建 200Mbps光纖。 

同時停租臺中院區連接中興大學之100Mbps光纖，以使整體網路架構更臻完

善，使用者可以透過高速網路來運用綠能雲端機房及網際網路之資訊與資源。 

二、有效地設計更換現有空調系統達到更節能之目的 

在規劃設計機房改建工程時，由於受限於經費預算之考量，故只能沿用現有

之 2台冷氣機，其為水冷式設備，分別於每天運作12小時，輪流切換運轉使用，

現有之冷氣機已使用8年以上，其效能除較為耗電外，尚可滿足現有機房空調之

需求。故未來俟經費較為寬鬆時，可編列預算來汰換此2台冷氣機，朝向引外氣

(Free Cooling)及使用變頻冷氣設備之方向做一調整，此將可更節省能源之耗損同

時增加機房運作之可靠度。 

圖 7 空調機冷卻水塔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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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之機房建置，空調設計方式大多採密閉式依賴冷氣設備來調整溫度之作

法；引外氣(Free Cooling)係採用直接引入室外之空氣，過濾掉水氣及粉塵後，其

冷空氣就可拿來做為冷卻機房設備之用途。根據研究顯示，以台灣地處亞熱帶區

域，同時本院機房地處三峽區域，其可節省空調使用比例約為52%，故利用引外

氣及使用變頻冷氣設備將可減少耗電量、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及減少噪音之效果。 

 
圖 8 國家教育研究院網路架構圖 

三、透過有效管理控制機制提升維運效率 

配合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之導入，制定相關制度、規範與機制，考量簡化

變更管理，提升資訊資產使用率，透過主動式維護計畫降低長期維運成本等等，

並隨時監控機房之管理，使其能保持目前整建後之整齊，不會因時間變動造成機

房又趨於混亂不堪。 

伍、結語 

機房改造工程在院內長官們的支持與院內相關單位的配合下，以及資訊推動小

組同仁們及承做廠商在該工程時段，幾乎無假日辛勞的工作下，已順利完成。同時

在這段時間整體之運作一切正常。在此特別感謝所有參與之人員，才能讓此工程順

利圓滿成功。 

沿用舊有可用之設備，在最短時間內，運用最少經費，以影響同仁作業最低之

情況下，完成此機房改造工程，期許本院資訊推動小組能提供院內一個穩定、順暢、

安全、快速及優質的資訊環境，來支援同仁們進行研究或執行業務所需，讓國家教

育研究院能實現其願景，為培育優秀的人才努力。 

在經費充裕之情狀下要完成機房整建是較容易的，但在經費不足時就需多費心

思才有辦法達成，本案提供一整體規劃漸進完成目標之作法，期能對大家有所助益。 

(本文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劉金和執行秘書暨周世欽工程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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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行政院「性別平等資料庫」簡介 

壹、 前言  

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因應組織改造性別平等推動組織及業務需求，規劃

建置性別平等資料庫，以促進性別平等推展應用為目標，運用資訊與網路運算技

術，整合、完備資訊取用標準，以共用、共享平台之架構提供雲端應用服務，提升

性別平等相關業務之服務深度、廣度及效能。 

本計畫以性別平等之權益促進、權益保障、業務推廣及性別主流化四大面向進

行規劃（圖 1），於 101 年至 105 年陸續建置性別平等各項資料庫及應用服務，整

合呈現政府機關各類型性別平等資訊，便利性別平等資訊共享與交流，以提升性別

平等行政管理作業效能與品質。 

 

圖 1 性別平等資料庫整體計畫架構 

貳、系統功能架構 

本計畫101年度已完成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填報系統、CEDAW法規檢視填報系統

及性別平等申訴信箱之開發建置作業，各系統功能及建置情形簡述如下： 

一、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填報系統：本系統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正式上線運作，提

供各機關線上填報資料及管理與匯出等功能(功能架構如圖 2)，透過本系統

建置及性別平等部會分工小組，督促各部會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 7 大

主軸及 245 項具體行動措施作為政策施政藍圖，依據分工按季填報及檢視具

體執行成果。 

性別平等  

資料庫 

性別平等權益

促進資料 

性別平等權利

保障資料 

性別平等推廣

發展資料 

性別平等 

基礎資料 

外部使用者 

•一般民眾 

•民間團體 

內部使用者 

•管理階層人員 

•一般同仁 

•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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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填報系統架構圖 
 

二、CEDAW 法規檢視填報系統：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正式上線運作，本系統提

供法規檢視填報、審查、條文管理及匯出規定清單與報表管理等功能(功能

架構如圖 3)，即時掌握各機關辦理情形，督促中央及地方政府完成法規之制

(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強化管考與監督，以落實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圖3  CEDAW法規檢視填報系統架構圖 
 



 
34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8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三、性別平等申訴信箱：於 102 年 1 月 2 日正式上線運作，本系統提供申訴案件

填報與查詢、案件分派與管理及報表管理等功能(功能架構如圖 4)，可提供

性別平等相關問題之申訴管道，落實性別正義社會。 

 
圖4  CEDAW法規檢視填報系統架構圖 

參、雲端應用服務及資訊安全管控機制 

為提升應用系統之品質及安全性，本計畫相關系統係以雲端應用服務、資訊安

全為主軸，規劃應用系統基礎架構與安全機制，相關規劃作法說明如下： 

一、性別平等資訊基礎建設：性別平等相關系統係採共構、虛擬化綠能方式建置，

具備負載平衡及彈性擴充機制，以確保系統的可靠性與服務品質，並提升系

統安全性，符合雲端運作框架。 

二、帳號權限管控機制： 

(一)帳號申請與權限審查：為簡化帳號建立與審核機制，並減輕管理者須逐筆

建立帳號之負荷，系統規劃由使用者自行以公務電子郵件帳號註冊，使用

者註冊完成後，由系統自動發送驗證信，使用者須點選驗證信後，再由管

理者進行權限審查。 

(二)帳號有效性檢核：為確保使用者帳號之有效性，使用者登入後系統會檢查

帳號之最後登入日期，如該帳號逾半年未登入系統，系統會發送驗證信給

使用者，使用者必須點選驗證信進行驗證，才能使用該帳號登入系統。 

三、系統壓力測試：系統上線前須進行效能與壓力測試，廠商提交之測試報告說

明採用之工具，以確保系統具有合理效能。 

四、應用系統檢測：應用系統上線前須進行應用程式安全掃描，確認應用系統至

少無OWASP Top10 2013應用系統安全弱點後方可上線。 

五、檔案上傳之安全要求： 

(一)上傳檔案必須進行病毒掃描。 

(二)限制上傳檔案格式及檔案大小。 

(三)限制上傳檔案存放位置不得為伺服器根目錄或系統磁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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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上傳存放之位置，不應允許具有執行的權限。 

(五)執行MIME檢查，只允許符合的MIME類型才可上傳。 

六、備援及備份機制： 

(一)資料備份： 

1.設定排程，每日將工作目錄資料備份至備份伺服器，每日進行資料庫備份

封裝作業，將備份檔儲存至備份伺服器，並自動掛載於備份伺服器上。 

2.備份檔案留存時間可依實際需求設定，超出設定時間之備份檔將自動刪

除，以利節省磁碟空間。  

(二)備援規劃：前端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採主備機之架構，當主機無法提供

服務時，僅需將備機的IP Address變更為主機的Address，即可回復系統服務。 

肆、資料庫及應用服務之後續規劃 

本計畫102年規劃建置之資料庫及應用服務簡要說明如下： 

一、建置性別平等雲端應用服務整合平台：整合身分認證之單一簽入服務，集中

管理性別平等相關系統之帳號與紀錄，達成提供高效能服務管理運作機制。 

二、建立性別平等資料交換機制： 

(一)訂定資料交換之標準格式，採Web Service、檔案傳輸或網頁介面方式，進

行性別平等資料交換(資料交換架構如圖5) ，提升跨機關相關資訊交換之   

效能。 

(二)提供資料存取控制、服務訊息佇列處理功、傳輸控制、傳輸紀錄、例外處

理、通知服務及資安管制功能。 

 

圖5  性別平等資料交換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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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性別統計資料應用服務：彙整政府機關性別統計相關資料，提供單一資

訊服務平台，呈現我國性別平等推動成果統計資料，有效提升查詢便利性，

並利決策分析運用，可作為評估我國性別平等推動成果，發掘待加強推動之

領域，以及與國際接軌之基礎。 

四、建立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成果應用服務：透過部會間相互參考學習，提升

實施計畫之規劃品質及實施成效，落實及精進性別主流化之效能。 

五、建立性別影響評估及案例應用服務：提供填報、彙整及查閱本院核定計畫案、

法律案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期透過各機關相互參考與案例學習，提升實施

計畫之規劃品質及實施成效。 

伍、結語 

本計畫採共用平臺架構發展，集中資源發展共用系統，提供各級政府機關（構）

共用、共享，提升系統整合效能，並避免各機關重複投資，有效減省經費資源。101

年度已完成第1階段性別平等資訊基礎建設，運用雲端技術、機房共構、主機虛擬

化等作為，提升基礎設施作業效能，並強化資安防護能力。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填報

系統及CEDAW法規檢視填報系統已於101年10月上線，102年至105年將持續建置性

別統計應用服務等相關系統，期望運用資訊科技，加速性別主流化之推展，提升性

別平等業務之效益及為民服務品質。  

(本文由行政院資訊處林玉美科長提供) 



 
37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8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高雄市東區稅捐稽徵處「稅務遠距視訊服務系統」

推動概要 

壹、專案緣起 

高雄市東區稅捐稽徵處（以下簡稱本處）所轄區域幅員遼闊、交通不便，總面

積為 2,793 平方公里，包含 27 個行政區域，然而本處受限於機關組織編制，目前僅

設置鳳山、岡山及旗山等 3 個分處，對於需要洽辦租稅業務之民眾，選擇性相對不

足，為使偏遠地區民眾免於舟車勞頓，在不增加機關經費支出及人員編制前提下，

善用科技設備及技術，拓展服務據點，即成為當務之急。 

改制前高雄縣政府推動「魅力三山、行動高縣」計畫，即於各區戶政事務所裝

設視訊設備，民眾欲至縣長服務中心、勞工局及法制處辦理諮詢業務，可就近至各

區戶政事務所透過視訊電話進行諮詢服務。因此，本處乃結合此項計畫將視訊服務

延伸至租稅申辦業務中，讓民眾透過戶政事務所的 VoIP（Voice over IP）網路視訊

電話直接與稅捐處人員面對面洽辦所需業務，再透過專線將資料傳輸至戶政事務

所，由戶政人員現場核發稅務證明文件予民眾，以節省民眾往返稅捐處之交通成本

及時間，此項系統即為「稅務遠距視訊服務系統」，服務項目計有全國財產資料查

詢、全國財產資料查詢、房屋稅繳納證明等 20 項，平均每月受理件數為 982 件。 

稅務遠距視訊服務系統首創於 2009 年 8 月 5 日，由旗山分處策劃於美濃戶政

事務所成立第一個服務據點，同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風災重創高雄縣（改制前），造

成美濃地區連外道路中斷，此時稅務遠距視訊服務適時提供各項房屋、土地稅籍資

料協助政府救災工作，發揮系統最大效能。 

貳、系統架構 

 一、傳輸作業 

由於稅務資料係採封閉型的內部網路架構，故本系統是藉由中繼伺服器透過

時間硬體式切換器將稅務資料由內部網路交換至外部網路（專線），再利用專線

進行稅處端與戶政端的檔案傳輸作業，嚴謹管控民眾資料以確保資料安全。 

二、系統作業流程 

(一)民眾至戶政事務所透過 VoIP（Voice over IP）網路視訊電話直接與稅處人員

面對面洽辦所需業務。 

(二)戶政人員掃描納稅人申請書及身分證後，將掃描電子檔透過專線傳輸到稅

處端外網電腦。 

(三)稅處人員接收掃描檔後，於內網電腦查詢納稅人申請資料，並將查詢結果

透過內外網交換機制傳輸至外網電腦。 

(四)將查詢結果直接列印至戶政端印表機，由戶政人員交與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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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解決與改善 

一、增加檔案傳輸穩定性 

戶政端反應在與稅處端使用外網進行檔案傳輸作業時，會發生資料無法正確

傳輸完成的情形，以致耗費過多的時間在重新傳檔工作;為解決此一問題，本處檔

案傳輸方式改採與視訊電話同樣的專線傳送，在資訊安全及檔案傳輸的穩定性上

有相當大的改善。 

 

 

 

 

 

 

 

彌陀戶政 

路竹戶政 

燕巢戶政 

 GSN 

岡山分處 

視訊專線 

岡山分處網路架構 

湖內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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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內外網檔案交換排程 

在內網檔案交換至外網改採自動排程作業，即將稅處於內網查詢的資料結果

檔，依照批次排程的時間自動轉換至中繼伺服器，再由中繼伺服器轉換至外網。 

三、降低資安風險 

原檔案傳輸係稅處端透過 pcanywhere 與戶政端傳遞相關資料及遠端列印，然

而這套軟體的設置是以戶政為主控端，稅處端為被控端，可能會有戶政端之使用

者可任意操控稅處端外網電腦的疑慮，目前解決的方式為透過專線傳輸、資料共

享及印表機共享等機制做改善，確保資訊安全。 

四、減少各戶政事務所同時作業造成稅處擁塞 

隨著遠距視訊服務據點迅速擴增，稅處的業務量相對增加許多，因此，造成

各戶政事務所同時傳檔產生稅處端作業擁塞的情況，因此本處以增加窗口的方式

以分擔日益增加的業務量。  

肆、執行成效 

一、服務績效 

(一)稅務遠距視訊服務自 2009 年 8 月成功的設立第 1 個服務據點後，2010 年新

增 2 個服務據點，2011 年更克服種種困難增設 5 個服務據點，目前計有美

濃、甲仙、六龜、燕巢、路竹、彌陀、大寮、林園、大社、湖內、杉林、

鳳二及那瑪夏區戶政事務所等 13 個服務據點就近服務民眾，預訂於 6 月新

增桃源、茂林、內門及旗山戶政事務所等 4 個服務據點。 

(二)申辦案件數則由 2009 年的 3,804 件增加至 2010 年的 4,965 件，2011 年增加

至 5,354 件，2012 年更增加 11,781 件，逐年成長，執行績效卓著。 

二、經濟效益 

(一)透過遠距視訊服務網之建置，民眾只要到戶政事務所就可同時申辦戶政及

稅務資料，減少至稅捐處申辦業務之流程，縮短案件申辦時間，以申請人

位於美濃地區為例，說明如下： 

臨櫃：至旗山分處臨櫃申請、現場核發辦理時間約需36分鐘 

(車程估計往返26分鐘，申辦時間約為10分鐘) 

非臨櫃：郵寄申請、公文核發的辦理時間約216小時(9天×24小時)  

(郵寄時間、公文承辦及郵件回復各項作業分別約需3天) 

建置後：至美濃戶政事務所臨櫃申請、現場核發的辦理時間約10分鐘 

(二)經由 13 個服務據點之設置，2012 年全年為民眾節省交通成本計 592,258 元、

節省往返稅捐機關之洽公時間為 8,927 小時、節省因洽公所需損失之薪資成

本為 973,039 元及減少 CO2 排放量 36,695 公斤。 

註：(1)戶政事務所與稅捐處之距離及時間以 Google 網站計算而得。 

  (2)平均油耗依經濟部能源處「2012 年車輛油耗指南」計算得出每公升汽油約  

建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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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駛 18.3821 公里。 

  (3)油料費用依 2012 年經濟部能源局資料計算市售 95 無鉛汽油整年定價取平

均值，每公升 33.86 元。 

  (4)按經濟部能源局資料計算出每公升汽油 CO2 排放量約 2.29 公斤。 

  (5)薪資成本以 2012 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規定之最低時薪 109 元為準。 

伍、關鍵理念 

一、稅務服務不再只是固守本位的等待民眾，而是以民眾的觀點為核心，運用遠

距視訊服務系統與各區戶政事務所的跨機關合作，增加稅務服務窗口，有效

解決轄區幅員遼闊稅務分處過少的問題，讓偏遠地區的民眾能就近在住家附

近的戶政事務所申辦稅務資料，減少交通往返時間及成本，此一便民措施，

深獲讚許。 

二、隨著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施行，本處對於納稅人個人資料的保護更為重視，為

避免遠距視訊系統在資料傳輸上的風險，各項文件電子檔皆透過專線傳輸，

且稅務證明由稅捐處人員以遠端列印於專用單照方式作業，戶政人員皆無法

重覆列印，並不可任意保存民眾資料，此項資安防護亦為本系統成功的關鍵

因素。 

陸、結語 

本系統為全台首次由稅捐機關與戶政機關策略聯盟，運用 VoIP 視訊電話提供

稅務申辦服務之成功案例，成效卓著，深受各界好評，未來將持續增加服務項目，

並將服務據點推展至高雄市各行政區，使各區民眾皆能受惠，讓政府服務更貼近於

民心，藉以營造徵納和諧的環境，共創美好的稅務遠景。 

本處除積極擴展戶政事務所之服務據點外，期望未來能整合相關政府部門，將

地政事務所、監理站、社會局、民政局、消防局及健保局等機關納入策略聯盟的範

圍，透過網路科技系絡（context）建構「點、線、面」之公共組織服務網，創造全

面性網路公共服務新樣貌。 

(本文由高雄市東區稅捐稽徵處資訊科操作股翁玉芳股長暨葉睿哲先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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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人事 

●行政院資訊處 

行政院資訊處應用服務科科長由原任銓敘部資訊室分析師李東宜接任，派令自

102 年 4 月 30 日生效。 

●財政部關務署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呂榮東科長及稅則法制組葉明星科長升任關務資訊

組簡任稽核，均自 102 年 4 月 29 日生效；臺北關資訊室趙台安分析師升任關務署

關務資訊組資通資源管理科科長，自 102 年 5 月 17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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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報 

●2013 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2013 年台北國際電腦展，將於 6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在台北世貿一館、三館、

南港展館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今年台北國際電腦展將聚焦 3 大主題，即

CloudTechnology and Services（雲端技術與服務）、SmartMobility（智慧行動）及 Touch 

Enabled Applications（觸控應用）。 

配合展覽主題，展覽期間也將舉辦高峰論壇、雲端產業論壇、行動商務產業論

壇及智慧生活產業論壇等 4 大論壇。相關訊息請上網查詢，

http://www.computextaipei.com.tw/zh_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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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預報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2 年 7 至 12 月公務員    

資訊訓練實體課程表 

註：詳細課程內容至『公務員資訊學習網』https://itschool.rdec.gov.tw/ 

【實體課程開班資訊】下載。 
 

 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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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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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名期間：自即日起開放報名。 

四、報 名 網 址 ： https://itschool.rdec.gov.tw/ 機 關聯 絡 人 專 區 / 實 體 課 程 專 區 /         

學員管理/報名作業。 

五、如有疑義事項，請洽客服人員說明，電話：(02)0800-622-688、E-mail：

crs@rdec.gov.tw。 

課   程   名   稱 
學  習 

時  數 

截止報 

名日期 

實    體 

上課日期 
名 額 

PWG011 個資盤點實務 6 07/26 08/16 30 

PWP211 IPv6 作業系統與應用服務

建置實習(Windows) 
6 08/09 08/27 30 

PWP411 IPv6 作業系統與應用服務

建置實習(Linux) 
6 08/23 09/09 30 

PWP311 網頁標準技術 HTML 5 18 08/30 09/16-09/18 30 

PWP511 軟體開發專案管理 12 09/13 10/03-10/04 30 

PWP312 網頁標準技術 HTML 5 18 09/20 10/07-10/09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