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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102 年 6 月 1 日 

 

 

臺中市結合產官學研究共同努力，於2012年及2013年連續入圍國際智慧城

市論壇(簡稱ICF)頂尖七大城市( TOP 7 )後，並在今年(2013)一舉榮獲全球智

慧城市首獎(The Intelligent City of Year) 此獎項於6月7日頒獎午宴中由

Louis A. Zacharilla, John G. Jung and Robert A. Bell三位創辦人共同宣布。 

 

                                                            

 

經過將近一年的規劃及半年的建置、施工及運作 iTaichung免費無

線上網服務終於在本市民眾期待之下於今(102)年 4 月 15 日起正式啟

用 ， 民 眾 可 於 臺 中 市 免 費 無 線 上 網 服 務 網 站

(itaichung.taichung.gov.tw)申請，並以手機門號註冊就可獲得

iTaichung免費上網帳號。 

本府免費無線上網服務熱點佈建繼本府主要洽公場所後，為加強偏

鄉區域之服務，本中心計畫於臺中市最偏遠地區增建熱點，以落實照

顧弱勢族群，縮減數位落差，並於今(102)年 5月 16~17日深入和平區

進行為期兩天選址會勘。經過數天一連串的聯絡與行程安排，原先預

訂由舊中橫經谷關到梨山進行實地會勘，但由於出發前幾天全臺陰雨

專題報告 

張碧顯、許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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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綿，山區大雨不斷，據和平區當地人表示中橫道路陸續發生坍方，

在基於安全考量下，出發前一天決定修改行程，改由埔里經合歡山前

往梨山地區，雖然路途比較遠，但安全最重要。 

第一天一大早由本中心主任帶領

張科長碧顯及許分析師家豪兩位同仁

偕同中華電信許高級工程師惠真及陳

業務經理凱紹二位人員共五員，從本

府市政大樓出發一同驅車前往梨山地

區，從國道六號經埔里直驅梨山，經

過漫長的路程，途中路過清境農場，

我們當下決定稍作休息再趕路，農場

的主人非常熱情，得知我們此行的目的，特地端上美味的點心及親自

泡茶，以解我們舟車勞頓之苦，其中最特別的就是「酥烤羊奶土司」，

這可是農場主人的私房點心阿。 

接著我們來到全臺公路最高點「武

嶺」海拔 3275公尺，武嶺上風勢非常強

勁，雖然上山時臺中市區溫度高達 30

度，但一上到武嶺才體驗到高山氣候的

威力，馬上下降到攝氏 12度左右，看主

任的傘都快拿不住了。路途中風雨交加、

落石不斷且道路中斷，還遇到許多從梨

山運送高麗菜及蔬果的貨車呼嘯而過險

象環生，在接近梨山 30公里處還遇上了

道路坍方，在路邊等待當地道路養護單

位的搶修約 30分鐘後才通車，到了下午一點鐘左右才抵達梨山午餐。 

下午首先拜訪了福壽山農場，該農場海拔高 2100至 2614公尺，

農場內種植高冷蔬菜、溫帶水果，農場內四季景觀變化無窮。我們沿

著森林步道步行至農場夕照著名景點「天池」，由天池往露營區的方

向觀賞夕照最為美麗，除可遠眺場區田園風貌外，更是雲彩匯聚最為

精彩的景點。另天池停車場旁因擁有遼闊的視野，亦是觀夕照與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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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絕佳位置。 

天池旁的達觀亭是當年蔣公靜思、商討國家大事之處。達觀亭為一

棟十字形格局之二層樓房。一樓部份，有玄關、中庭、侍衛傳達房、

書房及暫憩房供蔣公思考國事、修心之處所，中庭簡單擺設，裝潢簡

樸明亮，但書房已改為場史館，暫憩房尚有二張臥床一張坐椅，後門

廳有場史介紹與蔣公當初於行館的相關圖照。二樓部份有外景觀陽台

及議事廳，四面都是落地玻璃窗，視野清晰四週並有座椅，可供蔣公

於天候不佳時，在室內漫步之用。由達觀亭可遠眺合歡山、雪山、武

陵四秀等壯麗景色，據當地導覽人員敘述此處磁場很強，內行人會去

感受屬於你磁場最強的地方，就定位後開始發功。 

 

  

本中心張忠吉主任與李清彬場長討論之後覺得福壽山農場內的天

池、達觀亭為熱門景點，許多遊客會於此留影及打卡，另對露營區亦

是民眾常活動聚會的地方，因此本中心將天池、達觀亭與露營區列為

建置 Wi-Fi熱點優先選擇。 

欣賞過福壽山沿途的自然景觀後，繼續往梨山市區查勘，分別途經

梨山文物館拜訪與梨山國民中小學，由於該文物館已自設有無線網路

供民眾使用，本中心則不另提供無線網路服務。與中小學教師及學生

家長們協調該 Wi-Fi 選點事宜後，該學校教師表示希望學生於學校上

福壽山農場露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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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能專心的上課而非迷用免費無線網路，因此我們將另尋更適合的

建置地點。 

  

接著我們在梨山當地教會及和平區農會(梨山分會)會查勘是否適

合裝設無線上網熱點，和平區農會(梨山分會) 李順冬主任表示該會為

山區民眾常來洽公、購物之地點，實需提供民眾免費無線網路服務，

因此中心亦將此列為建置 Wi-Fi 熱點之選擇，最後天色漸暗後抵達了

此行的住宿地點—梨山賓館。 

  
 

梨山賓館位於臺 8 線中橫公路海拔 1935m 處，是梨山地區的中心

位置，更是當地指標建築。民國48年受已故總統蔣中正之命開始興建，

於 54 年落成，為當地最早興建的旅館，也是早年蔣公巡視台灣時居住

與接待國外賓客的主要行館之一，其古色古香的外觀已成為中橫的地

標，同時大紅色的外觀建築特色與台北圓山、高雄圓山皆出自同一位

建築師楊卓成之手，被稱為台灣三大宮殿旅館，也是台灣最高的宮殿

旅館，更是認識台灣必遊的景點之一。梨山夏季夜間的氣溫相當舒適

大約是攝氏 18 度左右，作者很少至高山旅行且經過長途跋涉，發現頭

上有點隱隱作痛可能是因為高山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經過簡單的

晚餐後就伴隨美麗的山景沉沉睡去~~~ 

和平區農會(梨山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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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早用完簡便的早餐後，準備出發至環山部落及平等國小查

勘，路途中本想幫汽車加滿油再出發，沒想到上谷關處道路坍方，電

纜被大樹壓斷造成梨山地區突然停電，讓我們一行住在臺中市區的城

市鄉巴佬體驗到在偏遠地區生活的居民有許多不可預料的天然因素及

不方便，往後在為民眾服務時也更能體會當地民眾的心聲。經過蜿蜒

的山路抵達目的地「環山部落」後，當地中華電信工程師領著我們 

  

前往平等里里長服務處，里長林鶴年熱情的帶著本中心張忠吉主任一

一地參觀當地的活動中心、教會及國小評估是否適合建置免費無線網

路熱點，並與當地教授母語的原住民耆老說明我們此行的目的，途中

看到居民種值得高山高接梨，林里長說一株梨樹上可以嫁接 3 種不同

品種的梨子分季節採收，除了驚奇之外更對當地居民在農業技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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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程度深表敬佩。 

最後，我們一行人告別環山部落的里長，一路往武陵農場了解當

地佈建 Wi-Fi 的狀況。途中聽廣播說由於前晚大雨已經造成梨山地區

往新中橫路段坍方，在查勘完武陵農場後就決定改從宜蘭繞道至臺北

由國道三號返回臺中，結束這環繞台灣將近半島的 500 公里長征，回

到市政府! 

此次走訪和平區進行選址會勘，深覺和平地區生活的居民在社會

面上有資訊取得不易、教育機會少、工作機會少與收入偏低等問題，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進步及資源的分配不均，資訊富人和資訊窮人在

區域、群體與組織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遠。因此本中心為縮減城鄉數位

落差，提昇偏鄉地區數位權，決定於和平區增建 10 個免費無線網路服

務熱點，以積極推動創造數位機會，協助弱勢民眾善用數位資源。 

 

 

 

                      

王課長因為業務性質經常外出考察，回來後就要忙著批閱公文，甚

至還要加班，偶爾還會公文逾期，但自從臺中市政府建置了行動辦公室

後，王課長可以在外地上網連到內部網路處理公文，就好像人在辦公室

辦公似的，課內同仁都很高興，因為再也不需要擔心公文無法即時給王

課長批核了。 

林專員喜歡出國旅遊，無奈工作繁重無法請長假陪家人出國，但自

從有了行動辦公室後，林專員在國外除了可以連線使用員工入口平臺所

有公務系統外，還可以透過網路文件夾進行資源互享，林專員再也不用

擔心工作做不完影響出國心情，行動辦公室讓台中市府同仁同時兼顧家

庭、興趣及工作。 

一、 前言 

臺中市政府升格直轄市後，業務量遽增，為方便市府員工能在家中、

府外，甚至是國外，使用任何電腦，經由網際網路連接本府內部伺服器，

以執行本府各項應用系統(如公文系統及 e 化公務入口網)，遂於民國

101 年購買 2 台 Anix AXS-3000 SSL-VPN 網路認證安全閘道設備，可

供 2500 人同時上線，以建置本府行動辦公室服務平台，讓市府員工透

陳凱、蔡吉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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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安全加密連線方式使用本府提供之各項內部應用系統。 

SSL-VPN 是一種具有安全加密保護的虛擬私人網路技術，可針對

不同的帳號進行認證，依據不同身分提供不同的 VPN 網路連結服務，

提供市府員工及維護廠商可在市政辦公室外，仍可透過 SSL-VPN 接取

服務連回府內使用內部資源。   

二、 網路通訊安全閘道系統(SSL VPN)技術原理 

SSL 是 Secure Socket Layer（安全套接層協議）的縮寫，可以在

Internet 上提供秘密性傳輸。最早是 Netscape 公司所提出，SSL 的目標

在於保證兩個應用間通訊的機密性和完整性以及可驗證伺服器身分，

SSL 目前已廣泛的應用在 HTTP 連線上，當以「https://」方式連上網站，

SSL 主要是運作在應用層與傳輸層間。 

SSL 過程可將一串明碼資料經過加密或編碼後變成一堆難以辨識

的亂碼，萬一資料不慎被竊聽，看見的也只是一堆亂碼。  

 

圖 1 SSL 加密示意圖 

VPN 是虛擬私有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的縮寫，利用穿

隧（Tunneling）技術、加解密等安全技術，在公眾 Internet 環境上建立

私有傳輸網路，透過軟硬體控制管理機制，提供身份確認並確保資料

機密性與完整性，如同建立一私有網路通道，唯有經過驗證的使用者

方能使用該通道進行資料傳輸與存取，以達到私有網路的安全與便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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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VPN 結合兩者技術及優點，運用瀏覽器與 VPN 閘道器建立起

SSL 連線，將資料進行加密傳輸，讓使用者可以透過此 SSL 通道存取

一些受保護的資料。若使用者從網際網路上任何地方，透過網頁瀏覽

器（例如 IE）以 https 方式與市府內的 SSL VPN 伺服器建立 SSL 連線

後，使用者如同是在市府內使用網路服務。 

三、 本府行動辦公室(SSL VPN)連線方式與網路架構 

SSL VPN使用情境除提供各機關系統承辦人員或維護廠商從外部

網路遠端連線登入本府內部系統進行維護外，另提供行動辦公室給本

府員工從外部網路透過SSL VPN使用本府內部系統。 

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員工及維護廠商使用行動辦公室，網址為

https://sslvpn.taichung.gov.tw ， 本 府 所 屬 各 級 學 校 同 仁 請 連 至

https://eduvpn.taichung.gov.tw。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員工登入行動辦公室

除了可使用公文系統外，另可以使用e化公務入口網。 

臺中市政府行動辦公室使用者，可透過帳號/密碼認證連線，以加

密隧道連至行動辦公室，再申請開通主機或服務連線使用非對外服務

系統，如下圖所示。 

 

圖 2  臺中市政府SSLVPN網路通訊安全閘道系統架構圖 

 

 



9 

 

四、 建置SSL VPN效益 

1. 僅需使用瀏覽器即可開始進行VPN 連線。 

2. 可迅速地建立連線。 

3. 認證時無須使用特定IP 位址。 

4. 品質不佳、間續性和中斷的連線並不會導致VPN 連線失敗。 

5. 可透過選單來限定可供使用的連線 

五、 結語 

本府自民國102年起導入SSLVPN網路通訊安全閘道系統以後，提供

市府員工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隨時以網路存取公務系統，不管出差

或在家都可以辦公，彷彿機房就在隔壁，大幅提升市府整體行政效率。

目前市府提供一萬多名公務員及學校老師透過網路隨時隨地存取市府主

機資料的服務，讓臺中市政府成為名符其實的「行動化政府」。 

◎ 本中心已於 102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3:30~下午 16:30 假本市府臺灣大道市

政大樓惠中樓 9 樓 901 會議室，辦理「大宅門特區－智慧園區科技應用

研討會」，本次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講、案例分享及座談交流，

期以透過產學界互相交流，讓「智慧生活」的概念，更落實與推動大宅

門特區的發展願景。  

◎ 本市議會於 102 年 4 月 1 日建議，為達到節能減紙、縮短公文傳遞處理

時間、提昇行政效率等目標，各機關與本市議會間之公文往返，請優先

以電子交換公文辦理。 

◎ 本中心「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暨線上簽核系統」已通過內政部舉辦之「自

然人憑證應用系統優良評比獎勵作業」初評，依其複評作業於 6 月 26

日由黃副主任帶隊至內政部資訊中心進行簡報，爭取本次比賽最佳成

績。 

◎ 本中心辦理大宅門特區─「資訊交流、智慧電網、再生能源及園區保安

計畫」案，其規劃內容將運用資訊相關新科技，為使園區相關機關初步

了解本計畫之規劃與整合應用，已於 102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4：00~16：

00（共約 2 小時）假本府文心樓 6 樓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大會議室辦理

「巨量資料與雲端運算」講座，除介紹資訊科技新知外，亦以園區應用

案例說明。本講座邀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林威延助理教

授擔任講者，講授內容大綱如下： 

(一)何謂巨量資料（Big Data）？何謂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二)巨量資料與雲端運算的關係。 

訊息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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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園區相關應用說明。 

(四)Q&A。 

◎ 本中心規劃開發之「102 年度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擴充建

置案」截至 6 月份，已陸續完成 3 個梯次共計 18 個公版機關網站上線作

業，目前剩 10 個機關網站尚未上線，分別為：都市發展局、北區戶政、

外埔戶政、石岡戶政、東勢戶政、烏日戶政、梧棲戶政、潭子戶政、霧

峰戶政及清水戶政，全案預計於本(7)月底前完成所有機關網站上線作

業。 

◎ 102 年 4 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72.18.31.63  (后里區公所人事室)、172.18.1.163 (大里區公所公用課)、

172.18.17.66 (東勢區公所山城服務台)、172.31.5.14 (都發局違章都市修復

科)、172.18.13.89 (烏日區公所農建課)、172.18.37.66 (新社區公所收發)、

172.18.107.166  (南屯區公所社建課)、172.18.37.78 (新社區公所會計室)、

192.168.114.17 (經發局公用事業科) 、192.168.131.35 (民政局兵員徴集

科)，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公用電腦及網路下載私人及非法檔案，以

免影響公務正常運作。 

◎ 102 年 4 月份防毒系統監控發現感染病毒排行榜前 10 機關分別為：東勢

區隊、教育局、都市發展局、大里區公所、大肚區公所、圖書館(外部網

段)、北屯區公所、豐原區公所、清水區公所、龍井區公所，其中感染病

毒筆數最高為東勢區隊共 1027 筆， 其次為教育局共 933 筆。資訊中心

呼籲同仁，應加強家中電腦安全防護，目前有多種免費防毒軟體，可於

家中非營利使用，功能齊全，請同仁多加運用，以免資料外洩或影響公

務電腦正常運作。 

 

圖 3  本府感染病毒排行榜前 10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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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府感染病毒排行榜前 10 機關中毒比例分析 

 

 

◎ 本中心為了解本府各機關(單位)資訊系統應用狀況，以作為本府未來資

訊業務推動規劃參考，於 10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時，假市政大樓文心樓

801 會議室召開「各區公所資訊作業座談會」，邀請各區公所及部分一級

機關與會，說明與研商各區公所提出問題之解決方案。 

◎ 為落實各機關網站定期檢視，並即時更新網站資料，本府訂有「臺中市

政府各機關網站稽核檢測作業」，6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一級機關：財政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新聞局、客家事務 

               委員會、勞工局、教育局、文化局、水利局。 

（二） 二級機關：動物保護防疫處、就業服務處、捷運工程處、生命 

               禮儀管理所、屯區藝文中心。 

（三） 戶政事務所：中區戶政事務所、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沙鹿區戶 

                 政事務所、神岡區戶政事務所、北區戶政事務所、 

                 太平區戶政事務所、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四） 區公所：中區區公所、北區區公所、大肚區公所、外埔區公所、 

         東勢區公所、清水區公所、豐原區公所。 

（五） 地政事務所：中山地政事務所、大里地政事務所、雅潭地政事 

             務所。 

7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一級機關：主計處、法制局、觀光旅遊局、交通局、建設局、 

                警察局、地政局。 

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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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級機關：風景區管理所、家庭教育中心、停車管理處、大墩 

                文化中心、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三） 戶政事務所：東區戶政事務所、西屯區戶政事務所、大肚區戶 

                  政事務所、外埔區戶政事務所、和平區戶政事務 

                  所、梧棲區戶政事務所、龍井區戶政事務所。 

（四） 區公所：東區區公所、西屯區公所、大里區公所、石岡區公所、 

          烏日區公所、新社區公所、霧峰區公所。 

（五） 地政事務所：中正地政事務所、太平地政事務所、豐原地政事 

              務所。 

檢核項目主要有四項：1.失效連結檢測、2.網頁內容更新檢測、3.不定期

機關網站服務信箱檢測、4.政府公開資訊檢測。請受測機關依規處理，屬

自建網站機關者並請依規提報檢測結果。 

 

◎ IEEE 802.11ac： 

IEEE 802.11ac 俗稱 5G WiFi，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 802.11 無線計算機網

路通信標準（Draft 4.0），它透過 5GHz 頻帶（也是其得名原因）進行無

線區域網（WLAN）通信。理論上，它能夠提供最少 1Gbps 頻寬進行多

站式無線區域網通訊，或是最少每秒 500 megabits（500 Mbit/s）的單一

連線傳輸頻寬。802.11ac 是 802.11n 的繼承者，它採用並擴展了源自

802.11n 的空中介面（air interface）概念，包括：更寬的 RF 頻寬（提升

至 160MHz），更多的 MIMO 空間串流（spatial streams），多使用者的 

MIMO，以及高密度的解調變（modulation）。 

◎ Big Data： 

巨量資料（Big Data），指的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透過目前

主流軟體工具，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並整理成為幫助

企業經營決策更積極目的的資訊。企業所要收集的資料不再只是文字的

類型，還包括有影音和圖像，同時，資料來源的方式也不同，除了傳統

的人工輸入和系統計算產生的資料以外，還包含網路上每日產生的大量

資料，而這些資料產生的速度遠超過人工和現行資料庫所能處理的能力，

許多大型和有年紀的企業也已經累積出相當龐大的資料量，因此，不論

是新進或舊有的資料，企業都希望能夠從這些超大量資料中，透過一些

方法和工具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出可以幫助企業迅速應變的資訊。 

◎ Smart Grid： 

智慧電網（Smart Grid），以雙向數位科技建立的輸電網路，用來傳送電

力，透過資訊、通信與自動化科技，建置具智慧化之發電、輸電、配電

名詞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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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戶的整合性電力網路，強調自動化、安全及用戶端與供應端密切配

合。它可以偵測電力供應者的電力供應狀況，與一般家庭使用者的電力

使用狀況，來調整家電用品的耗電量，以提升電力系統運轉效率、供電

品質及電網可靠度，並促進再生能源擴大應用、增強電網可靠性與節能

減碳之目標。   

◎ WDS： 

WDS (Wireless Distribution System)指的是以無線網路連接的方式所構成

的一個整體網路。WDS 又可區分成無線橋接 (Bridge)與無線中繼

(Repeater)兩種不同的應用。這兩種應用的不同，區別在於，橋接的目的

是為了連接兩個不同的區域網路，橋接兩端的 AP 通常只與另一端的相

對 AP 溝通，不接受其他無線網路設備的連接，例如智慧型手機。而中

繼的目的則是為了擴大同一個區域網路的網路服務範圍，中繼用的 AP

同時也接受其他無線網路設備的連接。兩者的共同點是，無線橋接與無

線中繼兩者都使用無線網路做為其中間的傳輸連接方式。 

◎ 預設職務代理人(差勤及費用請領表單系統 WebITR)： 

在 WebITR 系統，提供「預設職務代理人」功能，允許各位同仁預設一

位職務代理人，以協助批核自身的待批表單。(功能路徑：個人資料>代

理人設定；操作步驟：由「代理人」列表中，選定 1 人當職務代理人，

點選對應之「代理順序」 點選[指定為預設職務代理人]按鈕 是否

授權代決，點選[啟動]，該名單即出現於[預設職務代理人]下方。) 

◎ 機關差勤設定(差勤及費用請領表單系統 WebITR)： 

除人事差勤相關法規外，考量機關有其不同之內規需求，故在 WebITR

系統提供許多參數供各機關人事人員自行設定，如機關上下班時間、刷

卡規定、加班費請領、不休假加班費等。(功能路徑：差勤管理 制度

管理 機關差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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