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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專欄 

主計資訊業務發展概要 
 

行政院主計總處副資訊長 潘城武 

壹、 前言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職司擘劃政府預算之籌編，與三大國勢 

普查及各類重要民生調查統計業務，前者關係著政府財政資源之最佳分配，後者

則維繫我國經濟發展脈動暨分析研判預測短中長期走勢，兩者皆為政府重要施政

方向的推手，且於各機關單位設置主計機構，對於各機關單位經費有效利用負有

節流與開源之管理，串以一條鞭之主計人事制度，使能發揮主計業務的公正客觀

與衡平。 

電腦處理之初始應用強調適用於大量資料、重複性計算、需要正確快速處理

等資料特性的業務，此正與主計總處歲計會計統計調查等業務資料特性吻合，   

所以於電腦萌芽期，主計總處即已導入應用資訊科技，協助完成主計業務作業暨

大量資料處理及分析，有效簡化工作與提升作業效率，及縮短時程。 

隨著業務資訊化範圍的擴大、資訊科技的發展、基礎網路設施的普及、各界

對資訊的需求殷切等諸多因素，在相互激盪助長影響，無論政府或民間業務大量

資訊化，幾乎將數千年人類文明發展歷程資料急速濃縮在一個資訊化社會裡，   

民眾對瞭解各種事務的需求愈形殷切，各機關無不卯足全力開發各種系統以因應

這種外在環境的要求。主計總處除在既有資訊化基礎精進優化內部業務系統外，

也陸續開發或規劃各種對外傳遞資訊的網站平台，如 WWW、全國統計網、統計   

隨身 GO 等，建立與民眾互動管道，加強服務能量。最近更積極訂定主計資訊政策

白皮書，規劃短中期資訊政策。 

貳、 主計資訊發展之經過 

主計總處電腦處理業務源始於 58 年辦理國營事業預決算資料處理作業、    

59 年起辦理戶口及住宅普查及農林漁牧普查等系統開發。爾後陸續規劃建置各類

歲計會計系統，如中央政府總預算、總會計、總決算等系統，以及預算編製、      

預算執行、會計事務、出納會計等 70 餘項系統。58 年起十餘年間主計總處主計資

訊處(原電子處理資料中心)更支援行政院法規會、人事行政總處(原人事行政局)、

外交部、僑務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原衛生署)、新聞局、國貿局、觀光局、基隆港

務局、台大醫院、三軍總醫院、銓敘部等 30 餘個政府機關單位，規劃建置超過     

60 個電腦化專案或資訊系統。 

嗣 68 年起各政府機關資訊單位如春筍般成立後，乃漸將工作重心專注於主計

總處歲計會計之相關系統的開發，作業型態亦漸由批次作業轉換成線上即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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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除週期性的普調查業務外，諸如員工薪資發放、公文管理、立委質答詢、

名片管理、財產管理、圖書管理、人事差勤管理、主計人事管理等行政業務管理

系統亦逐步開發完成。 

在歲計會計業務部分，自 70 年起大幅度開發主計總處各類歲計會計作業    

系統，按時程可分三階段：(一)70 至 78 年的「會計總帳系統階段」，使用大型主

機開發中央政府總會計、總決算等資訊系統；(二)79 至 86 年的「各機關歲計會計

業務自動化階段」，使用個人電腦及區域網路環境開發各機關適用之歲計會計   

套裝軟體，如 79、80 年相繼完成的中央政府一般公務機關普通會計事務系統(簡稱

普通會計事務系統)、預算編置系統、分會計彙編處理系統、出納會計事務系統等

皆屬之；(三)87 年以後的「資訊系統整合再造階段」，推動「政府歲計會計資訊     

管理系統整合計畫」，整合前述原本各自獨立的系統，完成「政府歲計會計資訊

管理系統(通稱 GBA 系統)」，及依基金性質，完成「營業基金歲計會計管理系統    

(簡稱 PBA 系統)」、「非營業基金歲計會計管理系統(簡稱 NBA 系統)」，自此中央

政府附屬單位之歲計會計作業全面電腦化。 

在統計調查業務部分，自 59 年以來各項國勢調普查之電腦處理相關作業即在

大型主機處理，期間隨著垂直連繫各級地方普查組織之行政工作或應用資訊科技

工具以簡化人力加速期程，譬如，79 年引用光學閱讀系統(OMR)處理普查資料、

89 年啟用光學字元辨識系統(OCR)掃描、辨識及檢誤資料；84 年開發普查行政作業

系統，89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作業即導入 GIS 系統，建置數值化普查區；92 年開發

電腦輔助面訪調查系統(簡稱 CAPI 系統)、多元網路問卷填報管道。 

參、 主計資訊業務之現況 

主計總處為貫徹主計資

訊自動化功能，撙節重複開

發之不必要浪費，經逐步開

發各類主計共通性系統，以

取代整合各主計機構與其單

位業務間之既有系統，於民

國(下同)101 年起即以『發展

主計雲端資訊，深耕共享加

值服務』作為主計總處資訊

業務發展之方針。 

同時，主計總處為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實施、資通    

安全機制建立與執行之落實，暨主計業務應用系統服務之精進優化，並因應主管

決策資訊之迫切需求，及民眾網路行動平台之使用趨勢等內外因素，訂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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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有效運用、深化資訊加值應用、提升組織管理效能」等作為未來資訊業務    

發展的目標。 

依資訊服務型態，主計總處主計資訊服務概分主計資訊系統類、行政資訊   

系統類、網站及資訊服務類等三大類(如圖 1)。依資訊科技發展趨勢，作業型態從

早期專屬主機批次作業、線上即時作業、開發通用性主計套裝軟體、全球資訊網、

發行主從架構的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GBA、Web 版的行政知識網 AKM、

Web2.0 相關技術也相繼導入於 GBA 等系統。在資訊安全防護方面，從早期機房   

門禁管理、系統開發者與管理者分離、私密性報表密封等，接著以 PC 防毒軟體、

防火牆規劃、SOC 網路即時監控、導入 ISMS 資訊安全管理機制等架構基礎和進階

防護，近期更導入個資保護機制、內控型薪資作業等措施。基本上，採穩健漸進

方式，既考量成熟的資訊科技，又秉承主計人撙節的性格，發揮資訊應用的最大

綜效。 

除了全國人口及住宅普查、農林漁牧業普查、工商服務業普查等三大週期性

普調查業務屬電腦處理批次作業性質外，現有主要即時性資訊系統概分為歲計  

會計類、統計調查類、行政類、網站類等四類，合計 42 個系統作業(如表 1)。 

表 1 主計總處現有主要資訊系統一覽表 

分 類 系  統  名  稱 

歲計會計類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GBA) 

非營業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NBA)  

營業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PBA)  

主計總處主計資訊管理系統(DGA)  

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含預算、會計、決算、    

支付、出納、財務等系統) 

縣市簡易會計事務處理系統 

政府機關年度資訊概算審查系統 

統計調查類 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總體統計資料庫系統 

內部時間數列查詢 

家庭收支調查－記帳調查 

家庭收支調查－訪問調查 

建築工程概況調查系統 

教育消費支出調查系統 

公務統計行政管理/重要統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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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及住宅普查電腦處理作業 

農林漁牧業普查電腦處理作業 

工商服務業普查電腦處理作業 

消費物價調查系統 

營造工程物價調查系統 

躉售物價調查(含進出口及服務業)系統 

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維護系統 

縣市聯絡網 

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網路填報系統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管理系統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路填報系統 

基層統計調查網 

各機關統計調查查詢系統 

普抽查統計結果表編製作業系統 

普查與抽樣調查應用光學閱讀辨識系統 

行政類 行政資訊知識網(AKM，含差勤電子表單、知識管理等) 

主計總處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含線上簽核、文書管理) 

主計人員人事資訊系統 

主計人員訓練管理資訊系統 

主計人員訓練行政資訊網(TAII) 

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共通性推廣) 

網站類 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WWW)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全國主計網 (eBAS) 

統計隨身 GO 

主計總處服務平台 

主計法規及相關規定查詢系統 

行政院自 101 年初啟動組改以來，主計總處之主計資訊業務步入全面衝刺  

階段。在歲計會計領域，推動「設備集中化、維運雲端化」是兩大主軸。 

在歲計會計領域，基於分層負責，中央政府機關歲計會計系統、縣市歲計    

會計系統，原皆採因地制宜方式，經由主計總處開發主從架構的系統，分至各    

機關單位建置。又為減少重複投資，與簡化資訊縱向蒐集流程，在不影響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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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前提下，規劃兩步驟集中，先以虛擬主機(VM)將設備集中於主計總處台北   

機房，其次逐步將各單位資料庫資料移轉至集中化單一資料庫，以減少設備與   

軟體授權數的重複投資，既方便資訊萃取，亦縮短決策數據產製之速效。同時，

一改歲計會計帳簿模式，引進資料倉儲概念，期以歷年累積的資訊加值應用與   

趨勢預測，故而推動資料開放及分析應用服務方案；對外開發建置預算透明化 2.0

網站，提供民眾參與感，對內建置主計資訊分析服務平台，將各類數據資料得以

整合與視覺化展現，強化提供加值應用基礎環境的方便性。 

在統計調查領域，適型化(downsizing)、視覺化、公開化等是近中期發展的    

目標。龐雜的作業流程與資料量從專屬主機運作環境移轉至一般性普查資料處理

平台，並適時開發適用傳統式及網路填答式的共通性調查系統，逐步整合歷年的

各項普調查作業資料，藉由資料庫及倉儲模式，活化資料加值應用，及加強橫向

整合功能，期望達成「資料變黃金」，並提供圖型視覺化的友善介面，提供民眾

易取易讀易懂之親和性，使能普及統計調查資料的價值。 

此外，行動化的應用如網路 APP 的應用、主管資訊系統等開發，都將是從既

有系統資料庫萃取，提供一般民眾或主管簡捷式所需資訊。而鑒於集中化與雲端

化的風險控管，設置主計總處中部辦公園區的備援中心，以提供服務維運不中斷

的保證。 

肆、 未來發展規劃 

在即將完成規劃的「主計總處資訊政策白皮書」，依主計總處之核心業務，

配合政府資訊政策的長期方向，本於業務的最大綜效之達成，期以「發展主計雲

端資訊，深耕共享加值服務」之願景，透過「整合資源有效運用、深化資訊加值

應用、提升組織管理效能」之

目標，規劃主計總處「發展共

通資訊系統、集中資訊有效管

理、開放資訊深化安全、行動

資訊加值服務」等未來資訊發

展策略(如圖 2)，並提出「整合

歲計會計共通性資訊業務」、

「建立內控資訊輔助管理」、

「建立即時性行動化服務」、

「推動政府開放資料應用服

務」、「強化個資保護資安暨

基礎建設」等 5 大方案及對應

的 22 項工作計畫(如表 2)，構

建資訊政策未來 3 年發展願

景，作為實踐標的之指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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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半年將檢視內外在環境變化，如業務流程的異動、政策發展、民眾需求、資訊

科技演進等，採滾動式調整。 

在未來工作內容規劃上，兼具既有資訊系統的維運與資訊業務的新創，除了

現有業務系統的賡續維護暨因應內外環境需求變化之精進優化計畫外，尚包括  

新建行動載具的應用領域之拓展，如：推動總處行政業務行動化應用、主管行政

資訊業務行動化應用、高層決策管理系統、推動無紙化會議系統等，和加強資訊

的加值再利用的服務提供，如：普調查資料處理平台建置計畫、主計總處開放    

資料應用計畫、主計資訊分析服務平台建置計畫、主計總處主機適型化、計畫    

主計總處統一中文字碼環境建置計畫等。 

表 2 103~105 年資訊重點工作簡表 

方案 工作計畫 

一、整合歲計會計共通性

資訊業務 

(一)新版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精進計畫 

(二)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系統精進計畫 

(三)主計整合應用服務單一簽入建置計畫 

(四)縣市憑單線上簽核系統開發計畫 

二、建立內控資訊輔助  

管理 

(一)「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推廣計畫 

(二)辦理「政府內部控制作業資訊系統平臺」維運   

服務及推廣作業計畫 

三、建立即時性行動化  

服務 

(一)推動總處行政業務行動化應用計畫 

(二)統計隨身 GO 精進計畫 

(三)主管行政資訊業務行動化應用計畫 

(四)高層決策管理系統計畫 

(五)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主管資訊系統第二階段發展

計畫 

(六)推動無紙化會議系統計畫 

四、推動政府開放資料  

應用服務 

(一)普調查資料處理平台建置計畫 

(二)主計總處開放資料應用計畫 

(三)預算透明化 2.0 網站建置及推廣計畫 

(四)主計資訊分析服務平台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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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化個資保護資安  

暨基礎建設 

(一)推動主計資訊系統集中暨建置主計系統備援機制 

(二)主計總處主機適型化計畫 

(三)建立主計總處資安管理暨個資保護機制計畫 

(四)主計總處 OA 設備統籌購置維護管理計畫 

(五)主計總處統一中文字碼環境建置計畫 

(六)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系統集中維運精進作業計畫 

伍、 結語 

在民主化、網路化、行動化的資訊時代，民眾對於政府各機關業務資訊的    

需求更形殷切，都希望在個人需要時撥弄一下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資訊瞬間

內就出現在眼前，尤其與民眾生活攸關的眾多訊息。為此，各機關無不傾全力將

各項業務多年資訊化累積的成果透過資料篩選及易讀易懂的呈現方式揭露於民，

滿足大眾知的慾望與提供加值利用。 

 

圖 3 主計資訊雲端服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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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總處業務與民眾雖無直接關係，但各類統計資料早就具備完整性、整體

性與權威性，尤其各種按月型統計結果數據更為人所翹首等待，常常經由立委   

質詢、記者輿論、國內外學者學術探討、公民營研究單位專案研究等各種方式    

途徑轉述發布於民眾，決策單位也藉以制定相關政策方向，企業更藉此分析擘劃

商業布局。 

是以，主計總處業務間接或直接影響民眾之經濟活動方向。而這些訊息資料

的揭露提供，倘能簡單地、易懂地直接傳遞於民，避免透過轉譯者主觀式的引導

傳播，當更能使政府施政成果與民眾產生良性互動，進而獲得民眾支持。 

目前雲端運算發展的三個服務架構強調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礎架

構即服務)、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務）、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

軟體即服務）等，除 PaaS 平台層非單一機關規模所能一蹴可成外，主計總處朝著

IaaS、SaaS 兩服務層，將透過整合精進現有或新創方式逐步規劃建置資訊運作    

管理、資訊服務、應用系統與平台服務、入口網站與行動化應用等服務架構內容(如

圖 3)，以構築服務不中斷、提升服務能量、完備服務項目，及提高使用者親和性

介面，從現有系統資訊萃取而創新服務功能項目，以發展雲端運作的優點與效益，

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得到服務。 

資料經業務流程而長期彙集儲存於資料庫或檔案夾，如果沒有再利用，它只

能視為歷史資料，就像舊報紙雜誌一樣，幾乎沒有價值。資料之可貴在於能否從

中分析研判找出未來發展趨勢的契機，就像從消費者電子發票，可以研判其個人

消費模式、習慣、偏愛、活動區域、經濟情況、家庭人口、居家環境等推測，經

過加值應用後，看似無用的歷史資料經由資訊系統的分析歸納推測，居然可以   

變成似黃金的價值。主計總處擁有大量業務資料，無論是開放提供或自行加值，

利用資訊倉儲技術，據以創造再利用空間，實屬另ㄧ富國利民途徑。 

資訊單位可以被動式地支援機關單位業務資訊化，也可以主動式活化機關  

單位業務，創造加值空間與能量，主計總處正期以資訊業務創造主計之「歲計、

會計、統計」三連環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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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資安技術交流小組   

第 6 次會議報告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交流小組於本（102）年 10 月 15 日召開       

第 6 次會議，會中由 FireEye、中央研究院及趨勢科技簡報，分享資安訊息。另由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報告二線監控平台規劃情形。廠商簡報  

內容概述如下： 

(1) FireEye：針對攻擊防禦技術做探討，從策略面、管理面、技術面等方向分享

國外的經驗及作法。（簡報下載網址：

http://icstweb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attachfilearticles/01_%E4%BA%A4%

E6%B5%81_FireEye.pdf。 

(2) 中央研究院：針對 APT 攻擊現況介紹。 

(3) 趨勢科技：簡報該公司 2013 年臺灣 APT 資安白皮書，該報告針對資安事件有

深入的統計分析。（簡報下載網址： 

http://icstweb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attachfilearticles/03_%E4%BA%A4%
E6%B5%81_%E8%B6%A8%E5%8B%A2.pdf 

http://icstweb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attachfilearticles/01_%E4%BA%A4%E6%B5%81_FireEye.pdf
http://icstweb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attachfilearticles/01_%E4%BA%A4%E6%B5%81_FireEye.pdf
http://icstweb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attachfilearticles/03_%E4%BA%A4%E6%B5%81_%E8%B6%A8%E5%8B%A2.pdf
http://icstweb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attachfilearticles/03_%E4%BA%A4%E6%B5%81_%E8%B6%A8%E5%8B%A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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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綠色機房」，以維持業務正常運作為前

提，運用新興節能技術，解決原電腦機房分散管理程序不一及資源無

法共享問題，有效降低機房設置及維護成本，並優化機房能源效率。

為推展政府組織改造中資訊改造之資源整合集中共享、服務無縫接軌

並向上提升理念，本期《資訊通報》爰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文報導，

分享其規劃與實務經驗。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綠色機房」（機房共構與

節能改善）之經驗分享 
壹、 前言 

近年來在氣候變遷的地球暖化危機下，資訊產業以「Green IT」訴求已成為  

國際社會主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遂行「綠色機房」節能政策，

由本署監資處整體規劃，界定本署「綠色機房」需求，自民國98年起分2期，以維

持本署業務正常運作為前提，確定和排序本署待解決之機房耗能問題，並進行  

機房節能效益評估，運用新興節能技術，持續優化機房能源效率，降低機房設置

及維護成本，達成「節能減碳、永續經營」之目的。 

貳、 機房問題描述 

本署主管全國環境保護行政事務，職掌遍佈全國民生相關之環境監控、防制

與處理業務；由於早期電腦機房大部份為因應業務需求建置，規模小且數量多，

伴隨人們對資訊資料的需求增加，本署擴大電腦機房以提供足夠的電腦計算能力

與儲量負載，此時期的電腦機房尚未有節能設計概念，且存在管理不易，資源    

重複浪費的問題。 

一、 電腦機房分散各地，管理程序不一致 

本署除署本部 2 樓電腦機房外，本署之外點單位及所屬機關原先亦分別

設有小型機房（如圖 1），各機房為維持正常運作及實體環境安全，必須   

具備獨立空間、不斷電設備、空調及消防等基礎設施，且個別設置網路及  

資安環境，皆須要重複投入維運經費及人力。另各電腦機房管理程序不一，

無法確保意外發生的緊急情況下，系統是否能持續正常提供服務，資料是

否有效備份且能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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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署電腦機房概況示意圖（98 年以前） 

二、 部份主機伺服器使用效率低，資源無法共享 

早期政府資訊工作（本署亦同）多是輔助業務的角度，資訊系統是屬於

齊頭式發展，伺服器主機因應資訊系統的需求而進行採購，本署原有伺服

器主機 300 餘套，隨著業務電子化程度日益增高的情況下，部份系統因使用

者眾而須擴建，而有部份主機伺服器資源使用率低卻無法共享共用，可能

造成主機重複購置，維運成本逐年增加。 

參、 「綠色機房」導入過程及作法 

本署「綠色機房」第 1 期作業於 98、99 年以虛擬技術推動主機共構

(consolidations)，完成建置互為備援之雙共構機房，實體主機從原 300 餘套減

為 189 套，並將部分主機分別移置中華電信之台北東七及台中文心機房，以

分散風險並強化備援量能，同時節省機房營運成本。此階段執行程序說明

如下： 

一、 先建後拆原則，實體主機虛擬化 

推動實體主機虛擬化採用「先建後拆」原則，先於虛擬機上建置相同  

環境之資訊系統，待其測試無誤後，再正式上線取代原實體機運作，以  

確保移轉過程中，資訊系統對外服務不中斷。 

主機虛擬化是在 1 台實體主機上建構數台虛擬主機，這些虛擬主機除了

共同使用這台實體主機的 CPU、記憶體及硬碟等資源外，可以各自安裝  

作業系統（如 windows、Linux）及相關軟體如同各自獨立的主機（詳如圖 2）。

將數台效率偏低的實體主機轉換成虛擬主機，並整併在 1 台實體主機上，以

減少實體主機數量，有效降低機房空間、冷氣及電力的需求。 

打造一個靈活的資訊架構基礎，就是立基於虛擬化平台，主機虛擬化 

應用打破了硬體與軟體的限制，相對來說，也簡化了 IT 的架構，倘組改整

併機關的應用系統都建構在虛擬機器上，只要移動虛擬機器，就簡化機房

整併程序及負擔，提升機房共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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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主機虛擬化示意圖 

二、 建立互為備援之雙機房 

建立台北東七與台中文心互為備援雙機房（詳如圖 3），其設置地點  

主要考量為：(1)未來可成為「環境資源部」共構機房；(2)GSN 機房頻寬界

接；(3)通過 ISO27001 資訊安全認證；(4) 兩機房地點相距 25 公里以上。 

備援形式主要考量為：(1) GSN 機房對外網路頻寬較大，適合放置對外

服務的網站；(2)原有環保署機房適合放置內部使用的系統；(3)善用兩地  

機房網路資源。 

透過 GSN VPN 網路線路及儲存設備資料抄寫機制，將資料抄寫到異地

儲存，當營運主機故障且經評估無法於短期內修復，則依標準作業程序  

啟動異地備援主機提供服務，維持業務持續運作。 

 

圖 3 機房共構建置後之網路架構示意圖 

本署於第 1 期推動主機共構後，留置署本部電腦機櫃尚有 52 個，因  

部份電腦主機已移往台北東七及台中文心共構機房，因此每一機櫃內電腦

主機數量不多，主要為重要核心資訊系統（AD 目錄伺服器、DNS 伺服器等）

及網路管理設備，該等機櫃佔用相當多主機房區空間，而空調系統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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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腦主機數量變少，有效減少電力耗費，空調設施節能效率不佳，  

能源使用效率 PUE 值逾 2.5，為落實「綠色機房」節能政策，本署於 101 年

進行第 2 期電腦機房節能改善計畫，將 PUE（電源使用效率）降低 30%。   

茲將本署執行情形詳述如下： 

一、 建立「冷熱通道分離」減少機房內混風混流，呈現溫度平穩狀態  

傳統機房內空調系統都放置於機房內某一面牆，空調系統冷空氣吹入

高架地板下，接著冷空氣會從各個機櫃前方的蜂巢地板往上流動，機櫃

內的電腦伺服器再將這些冷空氣吸入以降低溫度（即冷通道），機櫃內

主機所排放出的熱氣會上升，經由天花板再送回到空調系統（即熱通

道），但實際上冷熱通道並非完全分離，常使得機房內冷熱空氣混在一

起，溫度分佈不均勻，難以有效的控制機房溫度（詳如圖 4）。 

為有效控制機房溫度，本署新設機櫃採美國能源署建議之「冷熱通道

分離」技術，冷卻設施與機櫃一體化，將熱通道完全密封，並由透過熱

循環水路帶至冷卻水塔，大幅減少機房內混風混流，使機房呈現溫度平

穩狀態。 

 

 

 

 

 

 

圖 4 傳統機房空調系統示意圖 

二、 採用「機櫃式空調機 」縮短冷空氣流動路徑，提升空調效率 

傳統機房空調系統耗電量約佔機房總用電量 50%左右，但並非空調

冷卻的效能，完全運用在資訊設備上，而是部份耗費在機房的環境中，

且會有送風量不足、空調冷卻不均的問題。 

為提升空調系統效能，本署採用機櫃式空調機，放置於機櫃與機櫃

之間，空調主機將冷空氣平行送出，相鄰機櫃內的伺服器立即將這些冷

空氣吸入機箱，冷空氣的流動路徑變短，快速達到冷卻效果，可大幅提

升空調效率（詳如圖 5 及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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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電腦機櫃上視圖 

          

 

 

 

圖 5 電腦機櫃上視圖 

 

 

圖 6 電腦機櫃剖視圖 

 

三、 建置模組化機房環境監控系統 

以往資料中心基礎設施及環境管理系統，大部份管理工作都是由人

力執行，不僅耗費人力資源且效率不張，通常僅能得知狀態正常與否，

無法快速得知即時利用率、資源使用狀態、設備訊息或產製管理報表、  

統計分析和系統模擬的功能。 

本署引進模組化機房環境監控系統，可將 UPS、冷卻水塔、空調機、

電力配電盤、消防系統、各電腦機櫃 PDU 等機房週邊基礎設施納入管

理，並提供 PUE 數值、各子系統耗電佔比、歷史趨勢等等。 

不僅可以即時得知相關軟硬體訊息、故障原因，亦可分析每一伺服

器用電狀況，對於耗電量高的伺服器，採取必要措施，透過全盤性管理，

實現提高效能目標，並可結合 APP 進行遠端監控管理。 

四、 井然有序的佈線規劃，易於維護及管理 

線纜管理與機房的散熱效力息息相關，有序的佈線，不但可防止散

熱通道堵塞的問題，提高散熱效率，且易於維護和管理。 

本署機房網路佈線方式採上走線方式，組合式線槽直接安裝於機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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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可快速將網路線繞送至服務系統，電力線纜及冷卻設施水管路則

採用下走線方式，模組化網格線槽架設於高架地板支柱上，有效的解決

機房電纜繞送需求，這 2 種佈線方式設計不僅可以避免讓網路線和電源

線纜互相干擾，且分流後更容易管理，一旦漏水發生，電源線纜和其他

設備都不會受到影響。 

肆、 效益 

第 1 期共構機房成效：估計每年可節省約新台幣 700 萬元。 

本署98年度將外點單位機房之主機整併至台中文心機房，以7台虛擬化平台

整併原有32台主機，減少25台主機；99年度將各業務單位自行租用GSN台北   

永和國光機房之主機整併至台北東七機房，將104部電腦伺服器整併為18部，  

減少電腦伺服器86部，合計2年內共減少111台電腦伺服器。 

一、 節省電力費用：每年節省 18 萬度用電量，以 1 度電費 3 元計算，每年

約節省新台幣 54 萬元。 

二、 節省空間使用費：約節省 11 個機櫃的機房空間，換算機櫃租金每年約

節省新台幣 194 萬元。 

三、 設備折舊攤提：以每部伺服器購置費用約新台幣 16 萬元估算（使用年

限 5 年），每年約新台幣 355 萬元。 

四、 節省設備維護費用：每部伺服器年維護費用以 1 萬元計，每年約節省

新台幣 111 萬元。 

五、 虛擬主機及資料集中存放可減少硬體設備量，提高設備使用率，易於

管理及監控設備，並因應持續成長的資料量，整體的效能及容量可以

原機擴充。 

六、 使用虛擬平台及 Storage 的配合可以使硬體設備的效能使用率達到最

高，以及安全性達到最好，成節能減碳及系統安全的最高效應。 

第 2 期機房節能改善計畫（第一階段）成效 

本署執行電腦機房節能改善計畫，自102年4月完成第一階段改善工程後試運

轉以來，已將原散落在主機房區52機櫃之實體主機80套，陸續納至新型高密度 

8機櫃內，迄今已節省主機房區44機櫃及3台大型空調機空間，大大降低主機房

的電力需求及維運成本。 

一、 電腦機房用電量由每週 18,000 度降為 9,000 度左右，降幅達 50%，估計

每年可節電 46 萬度，本次工程所投入經費中直接運用於節能設備部分

約 510 萬元，以每度電費 3 元計算，約 4 年左右可以攤平。 

二、 節能型機櫃及機櫃式空調機估計可使用 10 年，往後 6 年節省之電費 

約 81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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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UE 值由原來 2.5 降為 1.7，降幅約 30%，以達節能標準。 

（註：PUE=（機房總用電量）/（IT 設備總用電量），係用以機房的   

電力耗究竟有多少是用在 IT 設備上，國際 Green Grid 協會 PUE 評估標

準以 PUE 值低於 2 才符合節能原則） 

伍、 後續發展 

本署共構機房在一致化管理標準下，各項系統之維運包括資訊安全、網路管

理、系統資源調度，將享有專業級之服務，且因多個單位及機關的參與，達到一

定的經濟規模，可減輕整體營運成本。後續將朝設備軟體、硬體之運轉效能優化

以達節能目的：  

一、 接續導入節能措施，落實「綠色機房」節能政策 

機房節能改善計畫（第一階段）已於 102 年 3 月 31 日竣工，本署將接續

進行第二階段工程並預計於 102 年底完成，主要工作係改善配電系統、採用

機櫃型高效能不斷電系統 (UPS)及作業空間調整，持續減少電力耗，以提升

綠能運作機房量能。 

(一) 目前本署電力主幹電源由本署大樓地下室發電機 380V 電壓，經變壓器

轉換為 220V 電壓，電源再傳送至電腦機房 UPS 供電腦主機使用，其中

經歷 1 次壓降轉換，電力耗損約為 3-5%，第二階段工程因考量機櫃型

UPS 輸入電壓為 380V 及減少電壓轉換之耗損，將重新架設電源纜線由

地下室發電機直接佈線至機櫃型 UPS。 

(二) 減少 UPS 電力轉換耗是綠色機房運轉的下一個標的，傳統的 UPS 在電

力轉換時，滿載效率約為 80%至 85%，亦即會有電力耗 15-20%，半載時

效率更低，因此在能源轉換時產生極大耗損。本署第二階段改善工程即

將採用機櫃型 UPS，其電力轉換約耗損約 5-10%，因此在能源轉換時產

生極小耗損。 

二、 檢討系統退場與合併機制，持續強化機房效能 

本署第二階段將再落實全署伺服器利用效率查核，對於利用率低之電腦

資訊系統，在不影響業務推展下，再次進行整併或退場，雖然電腦主機整併

或下線，會因電腦主機數量下降，反而造成 PUE 值上升，但電腦機房總用電

量是可明顯下降。 

三、 成立「環境資源部」，力求系統移轉過程服務不中斷 

未來「環境資源部」業務範圍，包含污染防治、氣候變遷、流域管理、

災害防救及自然保育等，在組織改造過程中資訊系統需配合移轉。本署以對

外服務不中斷，且同時達到以部為核心，資訊集中共享(Shared Services)為目

標，建置共構機房集中管理，逐步整併共通性系統，減少重複維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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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語 

本署落實「綠色機房」節能政策，經由第三方（財團法人臺灣綠色生產力基

金會）驗證本署主機房能源使用效率(PUE)值已達節能標準，主要係採取由內而

外、由繁化簡的4階段措施： 

一、 採用虛擬技術推動主機共構，提高每一台電腦主機資源使用率，減少 

實體主機數量。 

二、 建置互為備援之雙共構機房，節省電腦機房電力、空調及其他機房基礎

設施的維護費用，並提供異地備援機制。 

三、 電腦機房節能改善計畫，大幅降低電腦機房空調系統用電量、UPS 能源

轉換的耗損。 

四、 落實伺服器利用效率查核，對於利用率低之電腦資訊系統，進行整併或

退場。 

本署爰將實施後成效及經驗，提供各級政府機關單位參考推動，倘各級公、

民營機關（構）之機房運用以上節能改善重點，應可有相當節能效益，降低維運

成本，對國家整體節約能源目標推動上，也相對提出貢獻。 

（本文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王彥欽設計師 提供） 



 
 

18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13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合作推動「交通違規案件

執行憑證電子化作業」，便利民眾查詢調卷等候時間，每年減省約

12 萬 4 仟餘張紙張及其所需文件倉儲空間，亦可減少鍵檔錯誤，並

提高案件管理行政效率，進一步落實行政院「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

改造」案之免附繳書證謄本服務理念，便利申辦案件全程無紙化，   

提高民眾對政府效能的滿意度，可謂是一舉多得的行政創新作為。  

本期《資訊通報》爰請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專文報導，分享其建置經驗。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違規案件移送強制執行

之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及行政執行命令自動化比對

作業」簡介 
壹、 前言 

近年來由於車輛及駕駛人口迅速成長，以致交通違規案件日益增多，違規裁

罰、移送強制執行業務亦隨之增加。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因應95年

2月5日起行政罰法之實施及提升清理違規案件催繳之強制執行移送效率，於96年

間已陸續建置完成違規裁罰強制執行之數位文件管理系統 (Digital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簡稱DDMS)，其功能包含裁決書轉檔功能、掃描功能、匯入

檔案、移送書列印、債憑列印、收據作業、結案處理、債憑報表、建檔清冊等。 

本局自101年8月起整併高雄區監理所及旗山監理站部份裁罰業務後，移送強

制執行業務量成長近1倍。因原DDMS對於移送案件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管理，須

將執行命令或債權憑證紙本逐案掃瞄及建檔保管，而案件執行資料則須再逐筆登

錄及上傳註記第二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管理。其作業方式不僅耗費許多人、物力

及倉儲空間，對於案件之管理及搜尋亦耗時費力。為強化強制執行效率及達成節

能減紙目的，在不增加現有資訊設備及人力前提下，本局自101年10月份起，即積

極主動與行政執行機關密切聯繫，並研議交通違規案件債權憑證電子化事宜。經

多次溝通、協調、規劃後，遂於102年7月獲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鼎力協助，同意

與本局合作試辦交通違規案件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 

貳、 作業流程簡化 

一、作業流程簡化前說明 

本局既有DDMS影像掃描及管理功能，可對各式公文書(如裁決書、債憑

證、送達證書回執聯等資料)掃描建檔管理，輸入檢索資料即可產出電子影像

(債權憑證掃描作業流程如圖1所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核發債權憑

證原以紙本公文交換，由承辦人員以人工逐筆掃描、檢核後，將資料登錄於

DDMS再轉註記於第二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以利後續移送資料查詢及債憑

再移送作業，此作業流程也是目前交通違規裁罰單位對於強制執行移送案件

之常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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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流程簡化後說明 

為增加債憑登錄的效率及配合執行署推動電子債憑之政策，達成無紙化

作業之目標，本局積極進行上述作業流程之簡化，主要為新增債權憑證、執

行命令電子檔自動化匯入作業，預期可完成簡化人工登錄作業、減少紙張的

使用及方便後續的資料管理。作業流程簡化後如圖2所示，並說明如下： 

(一) 電子公文附件處理：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核發債權憑證，以電子

公文交換方式函送至本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移送機關)，由承辦人員辦理

公文簽收及線上簽核後，再將公文之附件檔，包含債權憑證之 txt 檔及

word 檔上傳 DDMS 系統，執行命令電子檔之上傳作業亦同。 

(二) DDMS 自動化作業： 

1.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系統主要操作畫面如圖 3，使用者將債權憑證之

txt 檔及 word 檔來源路徑、公文的資訊依序填入相關欄位，如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等資訊後，由 DDMS 系統自動進行 txt 檔轉檔作業，並將各項

欄位資料寫入資料庫，同時 word 檔則以虛擬列印方式自動轉成影像檔

儲存，並建立索引，以供強制執行移送資料查詢及後續債憑再移送之使

用。DDMS 將電子檔轉擋後，亦可將債憑資料上傳註記第二代公路監理

資訊系統。 

2.執行命令自動化比對作業：系統主要操作畫面如圖 4，使用者輸入執行

命令電子檔之來源路徑後，由 DDMS 系統自動進行比對。本作業可比對

執行命令各案件目前在第二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之狀態，作業完成後，

會將比對後的結果產出比對清單，以供後續執行命令登錄管理。 

(三) 新增 web 版債憑查詢程式：原 DDMS 強制執行案件資料查詢均以公文文

號及移送案號做為查詢鍵值，且查詢程式為 client/server 架構，須將程式

安裝於個人電腦上才能使用。對於違規裁罰作業大部分以違規車號、證

號及違規單號做為查詢鍵值而言相當不便，故新增以 web 為架構之查詢

功能程式，並將移送案號、公文文號、執行必要費用、債憑資料及違規

車號、證號、單號等資料預設關聯。查詢人員(如電話客服人員)僅需輸入

車號、證號或單號後，即可查詢移送案件之明細資料及執行必要費用，

不須再透過執行承辦人員查詢相關移送公文文號而取得強制執行移送資

料，可節省查詢時間及人力，操作畫面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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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流程簡化前作業方式 

 

 

 

 

 

 

 

 

 

 

圖 2 流程簡化後作業方式  

    

 

 

 

 

 

 

 

 

 

 

 

 

 

圖 3 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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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執行命令自動比對作業操作畫面 

 

 

 

 

 

 

 

 

 

 

 

 

 

圖 5 web 版債憑資料查詢程式操作畫面 

參、 建置過程  

一、協商移送資料(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電子檔回饋及匯入事宜 

(一)本局於 101 年 10 月 5 日以高市交裁決字第 10135486500 號函協請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推展交通違規案件前憑證電子化作業；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則

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以行執統字第 10113002490 號函復本局，並請本局

先調整 G2B2C 作業環境後再研議。 

(二)高雄市政府於 102 年 4 月 10 日以高市府裁決字第 10231928700 號函協請

法務部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移送強制執行案件，擴大實施公文

電子交換作業；法務部則於 102 年 4 月 18 日以法律字第 10200553760

號函回復，並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辦理。 

(三)本局於 102 年 6 月向公文 G2B2C 資訊服務中心申請赴屬單位帳號連線，

並完成收發電子公文之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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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局於 102 年 6 月 28 日以高市交裁決字第 10233764800 號函，提供本局

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G2B2C 機關代碼，並協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協助推動

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 

(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於 102 年 7 月 5 日以行執統字第 10200537130 號函正

式同意本局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先進行執行命令電子交換作業

測試，此為全國交通違規裁罰單位之首例。 

(六)102 年 7 月 24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各分署行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工作

小組第 115 次會議決議，同意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高雄分署與本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進行試辦本局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 

二、程式規劃設計及測試 

為節省程式開發經費及時間，本次簡化作業流程之程式規劃係於既有的

DDMS程式架構下修撰運作，故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程式為增加執行署之電

子公文附件txt檔資料匯入資料庫程式及word檔轉成影像檔程式，其中txt檔匯

入資料庫之欄位係參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資料交換

標準規範書」所列之執行憑證電子檔格式。執行命令部分則增加電子檔自動

比對程式，另再增加Web版債憑資料查詢功能，並請DDMS委外廠商於102年  

6月~102年7月進行程式開發設計及測試，旋於102年8月底完成上線使用。又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核發之債權憑證，其電子公文附件可能將本局裁

決中心楠梓辦公室、鳳山辦公室及旗山辦公室等分屬不同資料庫之的移送案

件混雜在一起，囿於目前第二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之裁罰業務資料庫尚未完

成整併，故承辦人員須先初步區分再分別由程式自動化匯入及上傳註記，此

為本局在導入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過程中無法完全自動化的部份。 

肆、 系統成效  

一、有形效益：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不須列印紙本及人工逐筆掃

描及登錄資料，本局除每年可節省紙張數量約 12 萬 4 仟餘張 (如表 1 所示)

外，更可節省擴充辦公室倉儲空間的經費，達成節能減紙目標。 

二、無形效益： 

(一)債憑資料在匯入時，可透過 DDMS 檢核交通違規資料，方便工作人員檢

查是否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電子公文所列筆數相符，降低逐案建檔之錯

誤機會，更可節省工作人員掃描案件與登錄時間，提高強制執行之行政

效率。 

(二)當有違規人查詢案件時，透過 DDMS 系統可快速調閱卷證及債憑資料，

減少民眾等候時間，提高民眾對政府效能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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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每年節省紙張數量表 

 執行命令 債權憑證 

案件數 22,366 34,076 

紙張數 22,366 102,228 

合計紙張數 124,594 

伍、 未來發展方向  

一、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即將於 103 年上線，本局所轄裁罰業務之違規案

件資料庫亦將完成合併，屆時本局移送案件之電子檔資料可直接匯入資料

庫及上傳註記，不須區分楠梓辦公室、鳳山辦公室及旗山辦公室之案件分

別執行，應可達成完全自動化。 

二、現階段辦理債憑再移送時，除須檢附移送資料電子檔外，仍需檢附義務人

移送書、戶籍資料、債權憑證影本、財產及所得資料等紙本文件。因本案

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已提供債權憑證電子

檔，建議債憑再移送時，可減列債權憑證影本資料，並以電子檔方式檢附。

以本局 101 年移送案件共使用 139 萬張紙為例，將更能符合節能減紙的   

目標。債權憑證電子檔應用於債憑再移送，可做為未來強制執行作業之努

力方向。 

陸、 結語  

本局以朝向簡政便民、提升為民服務績效，並減輕承辦人員之工作負擔為目

標。在本局陳局長的領導下，交通違規案件移送強制執行之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

及行政執行命令自動化比對作業等簡化作業程序為102年的工作重點之一，並依規

劃時程逐一完成。本案除感謝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高雄市區監理所資訊室

及高雄區監理所資訊室提供程式設計之支援外，更感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

署配合本案之試辦作業，使得本局之債權憑證電子化作業及行政執行命令自動化

比對作業得以順利完成。 

（本文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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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屏東縣政府「主機虛擬化系統」介紹 
壹、 前言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的地方化政策及電子公文節

能減紙方案，於100年7月辦理「屏東縣政府公文管理系統整合建置案」建立以「縣

府」為核心的公文系統，提供本府及所屬機關共同使用。同時，為控制IT費用支

出、讓IT資源最佳化及滿足組織目標，一般企業或組織皆以資訊系統主機虛擬化

的方向進行。主機虛擬化環境即在單一伺服器上虛擬多個系統，或整合多部伺服

器資源，以少數伺服器設備完成更多資訊系統之工作，讓組織內部IT資源之運用

更為彈性，節省電能及空間，提昇IT設備利用率及管理效率，本府亦已進行公文

管理系統及其它資訊系統之伺服主機虛擬化，讓IT資源滿足本府目標。 

貳、 系統架構 

本府101及102年期間先期於資訊機房建置之主機虛擬化環境（以下稱VM系

統），是以6部伺服器及5部硬碟儲存櫃共約18TB空間組成，並以VMWare虛擬化技

術建置VM系統。依本府資訊服務系統性質，各以3部伺服器組成公文管理系統叢

集（cluster）及財政主計系統叢集，建立叢集之目的即為虛擬主機(以下稱VM)之高

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HA)建置容錯(Fault Tolerance)環境，當同一叢集之一伺服

器出現異常、失效無法運作時，運行於該伺服器之VM即進行容錯移轉(Failover)至

同一叢集中之其它伺服器；或是當一伺服器需進行維護維修時，可先將運行於該

伺服器之VM，進行轉移(Migrate)至同一叢集中之其它伺服器，並接續運行VM，以

達到服務不中斷之目的。 

 
圖 1 本府主機虛擬化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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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統功能說明 

本府目前使用之公文管理系統，是以實體伺服器建置，依公文管理系統模組

設計及使用之角色（府內人員及府外人員），共計約使用10部實體伺服器。鑑於公

文系統對於本府行政運作之重要性，爰規劃建置公文管理系統之備援系統。若再

以實體伺服器建置備援系統，則需使用大量之機房機櫃空間。為節省機櫃空間之

使用，故規劃以VM系統建置備援系統環境，VM系統除可供建置本府公文管理備

援系統之外，亦規劃可建置其它資訊服務系統。 

本府目前VM系統計有對外服務網站、公文管理系統之備份系統、財政與主計

系統之備份系統、防毒軟體伺服系統、Windows 更新服務系統、機房設備事件監

控服務系統及其它各類資訊系統計約有50個以上系統建置在VM系統內。 

在進行公文管理系統之備份方面，依公文管理系統模組設計，分別使用不同

的資料複製方式進行。公文管理系統之各系統模組主機，則依系統資料異動特性，

使用不同之資料複製方式。對於資料異動性相對較低之系統主機，例如：公文管

理應用程式系統於程式改版時發生系統資料異動，則先以VMware Converter一次性

轉成VM，系統應用程式資料則使用Windows內的排程功能，定期複製整個目錄（公

文程式）到該VM中；對於資料異動性相對較高之系統主機，例如：公文管理系統

SQL資料庫，因本府每日使用公文系統之異動資料及新增資料，則先一次性於VM

中安裝作業系統等相關系統程式，再以DoubleTake自實體伺服器複製資料庫到VM

中。因此，僅對於資料異動性相對較高之系統主機數量，購置備份軟體授權數，

可減少購置備份軟體授權費用。 

本府之VM系統，除可供建置本府公文管理備援系統之外，亦規劃可建置其它

資訊服務系統。在有限之經費下所能取得之備份軟體授權及儲存空間，為精進資

訊安全品質，本府依據VM系統中資訊服務系統之重要性，將VM以Symantec 

NetBackup複製至備份主機，再由備份主機複製至磁帶。 

本府目前亦於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IDC機房建置VM系統，規劃為本府

異地備份資料中心。依據本府現有公文管理系統、財主系統及IDC備份系統之

VMWare虛擬主機架構，已將公文管理系統之各項資訊系統（如府內應用程式主

機、府外應用程式主機、府內資料庫主機及府內資料庫主機…等），進行虛擬化後

置於本地端儲存器中運用儲存器提供之遠程保護/近程保護技術，進行本府及中華

電信台中IDC機房兩地之間儲存器同步抄寫，即可將存放於本地端儲存器內之資

料，抄寫至遠端儲存器，達成資料異地備份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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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府主機虛擬化系統資料異地備份示意圖 

肆、 具體效益及未來展望 

在未建置主機虛擬化環境前，所有資訊系統皆安裝於實體伺服器中，且各資

訊系統因架構模組設計，區分成多個模組系統，每一模組系統若各安裝於實體伺

服器中，除佔用機房機櫃空間之外，亦需消耗大量電力能源、網路交換器、佈建

大量網路線、增加管理及維護之成本。 

透過建置VM系統，備份本府公文管理系統，達成本府資料安全之備份基本要

求，減少機房空間及電力能源之使用，VM系統同時亦供建置其它資訊服務系統，

有助於本府IT資源有效運用、改善資訊系統管理效率。本府目前亦於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臺中IDC機房建置VM系統，未來規劃為本府異地備份資料中心，藉由

本府資料異地存放，並重視資訊安全管理機制，以確保本府資訊系統運作環境之

機密性及完整性。並且充份運用虛擬化資訊科技技術，建置VM系統，提昇本府VM

架購之可靠性、資料保存之安全性，進而提升施政及服務品質。 

 (本文由屏東縣政府研考處資訊管理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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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積淹水影像辨識 
壹、 前言 

極端降雨型態造成都市地區短時間內無法排除多餘雨量、區域排洪不及而淹

水，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如2009莫拉克風災及2013康芮颱風造成雲嘉地區積淹水。

有鑑於此，水利署提出利用都市現有監視影像(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CTV)進行水

情研究，進而發展出自動化都市水位監測系統(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navigated 

system of urban flooding by CCTV images, AFIS)期能早期提供預警資訊並提供防災救

護之應用。AFIS是一套能擷取現有都市CCTV影像，進行自動化淹水監控、預警與

即時線上導覽之系統。AFIS結合了影像擷取、影像分析與處理、影像辨識、水深

估算、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GIS)、簡訊(short message system, 

SMS)、資料庫(data base, DB)等技術，應用於CCTV影像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傳送至

個人行動裝置以提供早期預警(圖1)。 

 

圖 1 自動化淹水監視系統(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navigated system of urban 

flooding by CCTV images, AFIS)整合現有監視影像站透過網路技術介接，

進行影像水深估算，同時能發送簡訊與通報單給相關人員，作為判讀及

處置參考。 

貳、 系統架構 

整體系統設計如圖2所示。一旦啓動AFIS系統進行監測，系統將定時從現有影

像監測站，同步擷取影像至資料庫儲存。自動地接收測站點影像，分別儲存至巢

狀目錄。水深分析演算法用以估算影像水深深度，並將分析資料存入影像資料庫。

同時，每一張影像估算之水深深度將與預先設定之警戒值進行比對，一旦符合設

定之警戒值，網頁伺服器會立即啓動簡訊及Email發送淹水資訊給值班人員，值班

人員透過AFIS導覽網頁，執行影像水深深度確認；經過確認無誤後，再由網頁寄

送通報單及簡訊通知監視站所在之機關及人員，進行後續防災或減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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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FIS 系統架構流程圖 

參、 系統功能 

本系統功能包括自動擷取現有交通路口即時監測影像、自動估算水深、影像

監測站瀏覽網頁、自動發送簡訊與通報單、歷史影像查詢與下載、歷史水深資訊

查詢與下載、水深警戒燈號自動變換等(圖3)。 

 

圖 3 AFIS 網頁系統主要功能說明 

肆、 推廣應用 

本系統除了能應用於都市影像水深估算，同時將本計畫關鍵技術，申請中華

民國發明專利：包括「水深量測方法」、「水深監控方法」、「多區塊水深量測方法」

共三件；以利後續其他領域應用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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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計畫相關產出亦投稿至資訊整合相關領域，以擴大知識層面應用價值：

以「自動化監視影像水深深度估測及警報系統」為題發表於2013資訊技術應用與

管理研討會；以「利用都市CCTV影像開發自動化淹水監控及預警之研究」參加2013 

MATLAB® & Simulink® Tech Forum and Expo年度大會徵選；以「利用都市CCTV影

像進行自動化淹水監控與導覽系統」為題，參加2013年4月2-5日俄羅斯阿基米德國

際發明展：榮獲金牌獎，為國爭光；水利署楊署長接見義守大學研究團隊，榮獲

國際發明展金牌之合影(圖4)。 

 

圖 4 水利署楊署長與金牌團隊合影。 

伍、 使用現況 

本系統從「經濟部水利署-防災應變格網」收集十處現有監視影像進行測試；

北部地區有第十河川局管轄之淡水河寶橋、第二河川局管轄之竹南沿海海口堤

防；中部有第三河川局管轄之烏溪溪南橋、集泉橋、蔦松大排；以及南部第五河

川局管轄之八掌溪美上美、第六河川局管轄之阿公店溪高速公路橋、鹽水溪流域、

第七河川局管轄之美濃溪美濃橋、四重溪車城橋等。中央管河川既有之河川監視

器影像之解析度為352×240與352×288，影像比例尺每像素約為1.4~13.2公分，平均

準確度約為74.0%至85.0%。經過多次測試，影像水深分析演算法對於單純背景之

ROI均能順利進行判斷，且AFIS能成功紀錄影像淹水深度歷程及影像保存。 

自動化水深監測系統於今年蘇力颱風侵台期間(2013/7/13-7/14)進行測試。包

括：水深警戒燈號測試、即時影像及歷程測試、及歷史影像及歷程查詢測試。本

次測試為期二天，經測試結果發現，系統網站可正常運作、警戒燈號會依水深變

化進行變換、線上即時影像及水深歷程測試正常、歷史影像及歷程查詢測試亦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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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正常、手機簡訊通知及E-mail發送亦能發送。本次測試成功擷取蘇力颱風在

2013/07/13凌晨3點34分於蘇澳路面淹水影像，並能自動發送簡訊及通報單；下一階

段將進行估測水深正確性及穩定性之測試。 

陸、 結語 

AFIS系統之開發為一成功的跨領域結合應用範例，實現現有巨量影像量化應

用。AFIS系統之運作能保存珍貴的淹水影像及歷程於資料庫中，提供未來都市水

情與災情之研究與應用。 

台灣現有路口之監視站已達百萬支以上，若能整合影像應用與分析，相信每

支CCTV除了默默監看外，也能創造影像量化之強大價值，提供防災暨預警之功能。 

(本文由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謝明昌主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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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動態-人事 

●財政部關務署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戴分析師斐敏陞任進口應用服務科科長，自本(102)

年10月14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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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高級分析師翠娟調升組長、王科長國

政調升高級分析師，自102年10月1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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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預報 

●102 年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網站應用研討會 
本會「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網站」為國家標準交換碼(CNS11643)

字碼與屬性資料的查閱與資訊運作平臺。目前納編國家標準交換字碼及字形逾 10

萬字，亦積極配合軟體之發展趨勢，開發工具軟體以滿足資訊使用者對中文資訊

之需求，供查詢及免費自由下載使用。對於需解決電腦系統或應用軟體使用上有

缺字形或中文碼交換等問題者，亦有相關解決方案以供參考使用，期營建優質的

中文字碼環境。 

本次研討會歡迎政府機關(構)與民營企業及團體等報名參加，亦歡迎一般使用

者參與本次活動。現場將對全字庫服務作精要之介紹，並提供實機操作演練，公

務員參加本次活動可登錄 3 小時終身學習時數。 

 參加對象：使用電腦中文字形不足者、處理網頁中文字形顯示不足者、資訊處

理人員或一般電腦使用者。 
 

 主辦單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文數位化技術推廣基金會 
 

 報名期間：自 102 年 10 月 25 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http://www.cmex.org.tw/seminar_2013/about.html 

 傳真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傳真(傳真電話 02-25987559)，請務必加填

e-Mail。 

 【說明會場次，目前僅花蓮場次尚有名額】 

場次 日 期 / 時 間 地  點 

1 
102年 11月 6日 

14:00~17:00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認證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30號 3樓 

2 
102年 11月 8日 

09:00~12:00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認證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30號 3樓 

3 
102年 11月 8日 

14:00~17:00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認證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30號 3樓 

http://www.cmex.org.tw/seminar_2013/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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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2年 11月 11日 

14:00~17:00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城區教學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苓南路２號 

5 
102年 11月 12日 

9:00~12:00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城區教學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苓南路２號 

6 

102年 11月 15日 

(尚有名額) 

14:00~17:00 

慈濟大學校本部 和敬樓 C305教室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號 

7 
102年 11月 18日 

09:00~12:0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臺中分部 

臺中市中港路二段 128-2號 3樓 

8 
102年 11月 18日 

14:00~17:0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臺中分部 

臺中市中港路二段 128-2號 3樓 
 

 【說明會內容】 

 課    程    內   容 

一 中文碼簡介 (Big-5、Unicode、EUC 及 CNS11643 碼) 

二 全字庫網站介紹 

1.認識全字庫 

2.全字庫使用說明與流程 

3.字碼查詢與下載 

4.轉碼互通 

5.新增字申請 

6.字形即時顯示 

7.線上教學及其他服務 

三 全字庫工具介紹 

1.個人電腦造字處理工具 (全字庫軟體包) 

2.字形下載 (宋、楷體) 

3.文字編輯工具 (全字庫線上編輯器) 

4.全字庫輸入法 

5.中文共通平台(Swing 元件套用程式) 

四 實機操作 

五  QA、填寫問卷及機會抽獎 

 聯絡電話：(02)2598-7557 分機 138~139 全字庫推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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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資訊菁英系列講座 
一、活動緣起： 

民眾隨著科技的大躍進，對於政府的需求也隨之大增，因此，政府機關資訊

相關人員必須要加強專業知識，面對這樣的資訊洪潮，來做出更貼近人民想法的

政策方針，加上個資法的實施，人民會更依賴政府來保護他們的權益。 

本次系列講座除了加強資訊方面的新知，更有個資法相關的專業知識以及  

相關案例分享給參與學員。102 年 8 月開始啟動下半年度活動，舉辦一系列的公務

資訊精英系列講座，持續提供我國政府資訊人員更紮實的報導與進修場域。  
 

二、指導單位：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三、活動對象 

 政府各級資訊相關主管與專業人員 
 

四、講座時間 / 題目 / 報名時間： 

 11 月 22 日(五) 防駭演練與危機處理  10 月 28 日開放報名 

 12 月 20 日(五) 桌面虛擬化          11 月 25 日開放報名 
 

五、授課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２樓菁業堂（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62 號） 
 

六、報名網址：http://weekly.ithome.com.tw/seminar/2013egov/ 
 

七、活動聯絡人：（02）25622880＃3614 李小姐或 e-mail：rainie@mail.ithome.com.tw 

http://weekly.ithome.com.tw/seminar/2013egov/
mailto:rainie@mail.ithom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