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計畫主要工作項目

為使用最新通用版

電子地圖道路圖層

為基礎，比對該年

度最新航照圖或農

航所新拍之影像，

對於作業區內建物

及道路異動之處理

一、前言 

  本府自民國 87 年開始辦理改制前臺中市 8 個行政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 GIS 地形
圖成果建置，於民國 89 年完成，在擁有此完整圖資基礎下，陸續開發多項便民利民
之業務化地理資訊系統，成效卓著。考量地理資訊基礎成果建置不易及資訊共享流
通，本府於 91 年度開始不間斷的編列更新經費啟動維護各項基礎空間資訊圖層資料
及系統功能。然而為達到更新維護最大成效，在效益與成本兼顧前提下，每年維護對
象則有必要持續針對地形圖之使用頻率較高且必要之圖層(如道路、建物、門牌、地籍
圖、都市計畫圖、重要地標或正射影像等)及空間資訊系統(如臺中市門牌空間資訊維
護系統及空間地圖查詢系統等)優先進行維護更新，以最新系統資訊提供一般民眾上網
查詢及本府各級單位業務使用及圖資共享。 

  民國 99 年底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後，於 100 年度計畫除了地理圖層例行性維護更
新外，因應全市 29 區底圖範圍擴大，已先將內政部 99 年度完成之通用版電子地圖成
果與本市 GIS 成果整併為全市 29 區 GIS 分層底圖，惟原臺中縣轄區圖資中的建物及
道路更新維護的時效性無法滿足本市的建設發展腳步，與現況落差愈來愈大，加上目
前使用之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物圖層為建物區塊並無個別分戶及樓高結構等基本資
訊；因此為有效解決上述問題，並考量未來市政發展需求，提高本市空間資訊業務應
用之更高附加價值，計畫逐年運用數位航照圖來加速解決本市轄區圖資落差更新問
題，以提供各項市政建設更精準、確實、優良之服務品質，亦可提供給產、學界，加
值應用，使臺中市在全國國土資訊系統應用持續成為其他縣市典範。 

二、圖資快速更新計畫內容概述 

  為運用有限資源(人力、經費)，本府資訊中心研議採用快速更新圖資方案，數化
原臺中縣轄區(含部份原臺中市轄區)之建物與道路。本圖資更新數化計畫自 103 年度
起分5期(年)執行 ，預計每年至少擇山、海、屯區各一進行更新，預計排定更新區域如
下(實際更新區域可依需求狀況調整)： 

 

 

 

 

 

 

   

  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為使用最新通用版電子地圖道路圖層為基礎，比對該年度最新
航照圖或農航所新拍之影像，對於作業區內建物及道路異動之處理及數化，簡述如下: 

(一)建物空間資訊圖層處理 

1. 建物區塊分戶之測量。 

2. 以最新年度航照圖或農航所新拍之影像進行立體製圖，立體測圖時以立體
像對之空中三角連結點以內之區域為測繪範圍，以確保測圖精度。 

3. 建物圖層之更新含樓層數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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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更新區域 

103 大里區 

104 沙鹿區、潭子區、大雅區、和平區、大甲區、部份原臺中市 

105 東勢區、大安區、龍井區、太平區、新社區、部份原臺中市 

106 豐原區、梧棲區、霧峰區、烏日區、外埔區、部份原臺中市 

107 后里區、大肚區、神岡區、清水區、石岡區、部份原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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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既有建物區塊範圍與最新航拍影像有不符處或建物異動，應以航拍影
像為主修測或補測更新；如遇有原始影像判定不易之情形，需由外業人員
調繪補測時，需註記其範圍或地點。 

(二)道路空間資訊圖層處理 

1. 配合建物區塊分戶之測量，以最新通用版電子地圖道路圖層為基礎，比對
最新年度航照圖或農航所新拍之影像，對於本市內道路異動(如:新開闢道
路或拓寬等)之處理，以立體製圖方式，進行補測或修測，測量精度應符合
「檢核項目及標準」之檢核標準，進行道路異動空間資訊更新作業。 

2. 更新之道路空間資訊，需於道路圖層之各層均完成更新處理，含 R0002、
R0003、R0004 及 R0005 道路層。 

3. 新開闢道路各圖層街路弄巷文字，與相對應之門牌地址之街路巷弄文字一
致。 

(三)各圖層一致性處理作業 

1. 資料圖檔格式應產生相對應之 Tab、Shp 檔案格式。 

2. 圖層維護更新成果，同時提供 TWD67 及 TWD97 兩種坐標成果。 

(四)各圖層一致性處理作業 

1. 配合本府資訊安全措施，進行資訊安全處理。 

2.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更新資訊蒐集與情況說明。 

3. 各更新處理圖層或轉檔處理之 TWD67 與 TWD97 表列說明及相關說明。 

(五)維護已完成年度之成果 

三、圖資快速更新計畫作業方式 

(一)控制測量 

1. 控制點選點 

  採用本市之航測控制點優先使用測區內現有之已知控制點位，並選擇位置
符合空中三角測量控制點需求且透空度良好之自然點位，因目前農航所航拍影
像皆有 GPS 及慣性測量元件（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 IMU）直接地理
定位(direct geo-referencing)資訊，可省略高程控制鍊布設，僅於測區四角各
布設 1 組（2 個）全控制點，惟檢核點部分仍需比照前項規定辦理。另外必需
注意控制點高程為正高系統，而直接定位為幾何高者，必需使用內政部公告之
大地起伏模式進行轉換，使空中三角測量之結果最終為正高系統。 

2. 施測方式 

(1) 平面控制測量 

(2) 高程控制測量 

3. 檢核 

  為確保 e—GPS 衛星定位測量即時解算各點位坐標之正確性，應以下列方
式擇一辦理檢核工作施測 5—10 點完畢後，應重覆觀測 2—3 點予以檢查。每
一點位應於不同時段觀測 2 次以上，前後 2 次觀測時間間隔應大於 1 小時。以
電子測距經緯儀施測點位間之夾角及邊長。  

(二)空中三角測量 

1. 空中三角測量採用 Z/I Imaging 公司的 ISAT（ImageStation Automatic 
Triangulation）軟體進行自動匹配及人工量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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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三計算需要原始高解析度數值影像 TIF 檔及每張像片高精度投影中心
GPS 坐標 N、E、h(h 為橢球高值)及ω、ψ、κ姿態角度已知值，其中 h 橢
球高值先利用內政部最新的大地起伏轉換模式內插計算出該投影中心大地
起伏值後求得正高值 H(H=橢球高 h-大地起伏值)後載入 ISAT 軟體進行後
續航片影像自動化/人工化兩種方式交叉空三連結點量測及航測控制點人工
量測。 

3. 空中三角像片連結點在每片 9 個標準位置上至少量測 2 點，每一標準位置
至少有一量測點與同航帶或相鄰航帶像片上共軛點相連，不同鄰片允許以
不同量測點連結，且連結相鄰航帶之連結點至少為 4 重點。 

4.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採用光束法計算，分 2 個過程進行計算，先以最小約制
平差，以進行粗差偵測並得到觀測值精度的估值，其觀測值之殘餘誤差均
方根值不大於 10 微米(μm)，其次進行強制附合至控制點上平差，其觀測
值之殘餘誤差均方根值不大於 12 微米(μm)，否則將檢核控制點之正確性
或另外選擇控制點。若在坡度達 IV 級以上之山地或植被覆蓋達 IV 級之林
地，則上述均方根值不得大於 15 微米及 18 微米。 

5. 空中三角測量先依自由網平差結果情形，並進行錯誤量測點除錯，對點位
進行人工量測修正及點位不足的地方進行補點作業，使其空中三角測量各
連結點之分布及強度提高，經由如此反覆的除錯過程，可讓本計畫各區之
空中三角測量成果精度更加可靠，另對於空中三角測量結果可觀察其航測
觀測值統計、控制點中誤差(檢核點)，及其可靠度指標計算。 

6.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自我檢核，自由網平差觀測值殘餘誤差均方根值需符合
規範小於 10µm，強制符合至控制點上平差觀測值殘餘誤差均方根值均符
合規範小於 12µm，增加量亦需小於 30%。 

(三)立體測圖 

1. 本計畫是以最新版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物區塊圖層為基礎進行建物分戶之立
體測圖，而通用版電子地圖為 GIS 資料)SHP)格式，與目前大部分立體測
圖環境)CAD 或 Microstation)不同，因此需做資料之轉換，方能滙入立體
測圖環境進行分戶作業。 

2. 道路立體測圖同樣是以最新版通用版電子地圖道路圖層為基礎進行新開闢
或拓寬道路之立體測圖，此部分亦需需做資料之轉換，方能滙入立體測圖
環境進行道路比對及測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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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建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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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預期可增加圖資流

通使用率，提高本

市地理資訊業務應

用之更高附加價

值，可提供給產、

學界，加值應用，

使臺中市在全國國

土資訊系統應用持

續成為其他縣市典

範 

3. 檢核：立體測圖完成後提送成果前，皆需進行立製模型重複量測比較建物
分戶點及新開闢或拓寬道路平面位置精度及套疊影像檢查地物量測完整
性。 

4. 調繪補測：作業標的為航測作業漏繪或無法施測位置及建物分戶線或結構
樓層等調查補繪，可採用兩種方式辦理，一是全面人工現場補測調查，二
是引進快速移動式全景式攝景系統輔助人工地面調繪工作。 

四、效益及結論 

  建物及道路之空間資訊資料，已成為滿足各機關或公司基本業務需求之資訊，缺
乏本項基礎資訊時，本市無法發展地下管線資料庫、消防救災系統、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城鄉新風貌、垃圾場選址等重大資訊業務及重大市政建設計畫，如中部科學園區
開發案、大宅門開發及各項工程計畫之施工位置紀錄等，均需先完成核心建物及道路
地理資料後才可發展，並可避免所需之機關及公司重複施測建檔，完成後預期可增加
圖資流通使用率，提高本市地理資訊業務應用之更高附加價值，可提供給產、學界，
加值應用，使臺中市在全國國土資訊系統應用持續成為其他縣市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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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是本市連續第 3 年參加 ICF 於美國紐約舉辦的年會了，3 次年會各有不同的
感受，記得第 1 次是毫無經驗，懷著一顆忐忑不安摸索的心前往參加，在年會中把握
每個參與機會以學習經驗；第 2 次參加，雖有前次經驗，但因本市是參賽者的角色，
又各參賽城市都相當優秀且本市僅第 2 次參賽入圍，倍感壓力，當宣布由本市獲得首
獎之時，大伙驚喜萬分，本府廖副秘書長驚呼中代表上台受獎及發表感言，並接受在
場所有人熱烈的掌聲祝賀，難得的經歷令人永生難忘；以上兩次都是獲選 TOP7 受
邀，都懷著參賽爭取首獎的心與會，而這一次則是本市獲選 ICF 2013 年度智慧城市
首獎，受邀參加年會，目的在於經驗分享、交流及具傳承的意義，是以主力在行銷本
市推展成果，爭取本市國際媒體曝光度。至於本次出國分享如下： 

一、出國目的 

  本市因榮獲 ICF「2013 年度智慧城市首獎」，受邀參加 ICF 2014 年年會，出
席年會主要目的有以會員身份參加 ICFF 委員會議、出席 TOP7 頒獎晚宴並致詞、以
2013 年智慧城市首獎的身分參加 2014 首獎頒獎晚宴及頒獎以表傳承之意， 另亦預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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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參加 ICF 2014 年會分享                  陳榮州          

圖 2、道路

圖層資料轉

入CAD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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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會期間與 ICF 創辦人商談 2015 TOP7 發布活動舉辦細節並宣傳邀請各城市蒞臨
參加等事宜。藉由 ICF 年會活動展示本市相關智慧成果及和其他獲選城市交流與經驗
分享，有助於提升本市國際曝光度，達成行銷國際的目標。  

二、出國成員 

  本次出國由本府廖副祕書長率團參加，隨行成員包含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林
厚成專員、本府資訊中心黃惠敏副主任及陳榮州高級分析師等，一團共計 4 人。 

三、出國行程 

  本次「2014 臺中市國際智慧城市論壇」為期三天的活動相關成果摘要整理如
後： 

  

時間 行程說明 

6月2日(星期一) 

08:00 (臺灣時間)搭乘中華航空(CI0020) 至美國紐約 

13:10 (美國時間)抵達紐約甘乃迪機場 

15:00-17:00 行程準備 

6月3日(星期二) 

09:00~12:00 參與ICFF委員會議 

13:00~15:00 參加經濟發展媒合會議 

16:00~17:00 前往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訪 

6月4日(星期三) 

09:00~17:00 參加ICF年會 MASTER CLASS 

17:30~18:00 與紐約當地華文媒體茶敘 

18:00~20:30 2014 TOP7智慧城市接待頒獎晚宴 

6月5日(星期四) 

09:00~17:00 2014 TOP7智慧城市座談會 

18:30~21:00 2014智慧城市首獎頒獎晚宴 

6月7日(星期六) 

12:00~ 前往紐約甘乃迪機場 

15:00 搭乘中華航空(CI0019)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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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程摘要 

(一)6 月 3 日上午 09:00~12:00 ICFF 委員會議 

  本議程為智慧城市論壇基金會(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Foundation,
簡稱 ICFF)每年定期召開的委員會議(Foundation Board Meeting)，參與者為
ICFF 委員，本次會議於上午 09:00~12:00 在紐約大都會人壽大樓 52 樓
(MetLife Building)舉辦，因本會議為受邀之 ICFF 委員方能參加且場地有嚴格
的安管，參與者在報名前皆已確認，本市由廖副秘書長率資訊中心黃副主任參
加。  

(二)6 月 3 日下午 13:00~15:20 經濟發展媒合會議 

  本市受邀參加 6 月 3 日在加拿大駐紐約總領事館
舉辦的經濟發展媒合會議(Economic Development 
Match-Making)，與會者是今年入選 TOP7 城市之市
長、CIO、CAO、經濟發展官員、當地企業、服務提
供者或相關機構等代表，以及此次年會各贊助者等，
並就各城市之投資及商業機會向與會者分享，進行方
式為分為 6 組圓桌交替進行，每 20 分鐘輪替一次，共
計約 2 小時，透過本次會議將有助於城市行銷，並促
進各城市與企業間之商業經濟合作。本市在此會議中
就台中市軟硬體基礎建設現況向各參與者做說明，並
以由本市工策會提供的投資簡介手冊及都發局的大宅
門特區行銷摺頁等書面資料輔助於現場發放，讓與會
者更容易了解本市經濟發展現況及投資機會，當日本市與諸多城市及廠商互動
熱絡。   

(三)6 月 3 日下午 16:30~17:30 拜訪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由本府廖副祕書長率隨行團員前往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訪章大使
文樑等，以感謝外館人員在出國期間竭力的協助。 

(四)6 月 4 日 Master class 講座 

  此講座今年度分二主題於二個不同場地舉辦，一個是城市挑戰，城市承
諾；另一個是農村社區必要的發展。本市選擇的是前一主題，位於 Paul 
Hastings 舉辦，首先是由 ICF Co-
Founder Robert Bell 以智慧社群-面對
劇烈變化的未來為題開場，接著是由
普衡律師事務所的 Sherrese Smith 以
美國寬頻網路規範的下一次浪潮為
題，述說寬頻網路最後一哩的網路中
立等問題；再由美國阿靈頓的 CIO 
Jack Belcher、加拿大 New Brunswick
- Moncton 的 CIO Dan Babineau、
Allied Fiber CEO Hunter Newby,共同
探討 Gigabit 網路建置問題；接者是奧
地利維也納市 Ingrid Goetzl、加拿大
Winnipeg 的 Greg Dandewich、台灣
新竹市許明財市長等，共同探討城市
和郊區彼此應競爭吸引投資或共同合
作為在智能區域的所有人創造更強勁的
增長。 

 

 

大 都 會 人 壽 大 樓

(MetLife Building)  

圖 3 

經濟發展媒合會議   

圖 4 

拜訪駐紐約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圖 5 

 

圖 6 各講座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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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台灣新北市研考會主委吳肇銘、加拿大魁北克的 Harout Chitilian、
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 CIO Gary Cavin、NYC & Company 的 Donna Keren
共同討論社區作為畫布-如何文化吸引，連接和創新，以促進經濟成長。  

 

(五)6 月 4 日與紐約當地華文媒體茶敘 

  首先要感謝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在其努力搓合促成下，才有此次
新北市、新竹市及本市與美國紐約華文媒體茶敘。茶敘中本市就臺中市現況及
此次到紐約參加 ICF 年會的目的與華文媒體作說明，吸引媒體記者的關注 

 

(六)6 月 4 日 TOP7 接待及頒獎晚宴 

  有關 ICF2014 年年會 6 月 4 日
TOP7 接待及頒獎之舉辦地點與去年一
樣，選定在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IF 大廳舉辦，據悉是去年在此舉辦後，
ICF 對於地點及環境滿意度評價極高，是
以 ICF 今年賡續與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商借舉辦，是日出席者包含 2014 年
TOP7 城市代表，以及出席與會的貴賓如
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章處長文樑、
紐約曼哈頓區長 Gale Brewer 等，主席一
一唱名請各獲獎城市代表上台受獎並接受
表揚及與會者的鼓掌。 

 

(七)6 月 5 日首獎頒獎晚宴 

  於 6 月 5 日首獎頒獎晚宴上，首先由
Louis A. Zacharilla, John G. Jung and Robert A. 
Bell 三位創辦人共同主持串場後，公布今年由加
拿大的多倫多市獲得首獎，在該市上台接受表揚
的同時，由本府廖副祕書長將獎牌頒予該市以表
傳承之意；此外於最後循 ICF 往例，由本府廖副
秘書長(年度首獎城市)致贈 Louis 一條領帶，
Louis 歡喜接受並隨及配戴，為期三天的年會就在
這喜悅的氣氛下畫下完美的句點。 

 

五、總結 

  再次強調，本市能夠獲得國際組織的肯定獲頒全球智慧城市首獎之殊榮，除遵循
胡市長「低碳、無憂、幸福智慧城」的政策目標外，要特別感謝各產、官、學、研各
界的協同合作，具體呈現本市智慧化推動成果，方能於全球城市中發光發熱。另要提
醒的是，發展智慧城市是全球各大城市的發展目標，各城市都在積極挖掘如何有效善
用 ICT 來解決當今城市面臨的問題及挑戰，本市應也不例外。因此，如同市長於獲獎
後所言，臺中市不會因為獲得首獎後就停止建設，相反的是要更聰明更積極做好建
設，諸如 BRT、大都會歌劇院、豐富專案、臺中軟體園區、大宅門特區等，持續推展
永續經營，以讓市民擁有更幸福的城市。 

與紐約華文媒體茶

敘後合影    

圖 7 

 

圖 8 TOP7 頒獎花絮 

本府廖副祕書長上台將

首獎頒予多倫多市代表  

圖 9 

循例本府廖副書長

致贈領帶給 Louis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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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電腦硬體性能已經大幅提升，一般的應用僅使用少數的資源，為充分有效的
發揮系統效能，虛擬化技術應運而生，目前虛擬化主要分為四個面向，分別為主機虛
擬化、儲存虛擬化、網路虛擬化以及桌面虛擬化，本文主要探討的內容為主機虛擬化
議題，主機虛擬化就是以虛擬化技術在一部實體主機上面同時執行多部虛擬主機，並
共用運算能力、記憶體、網路及儲存裝置等，大量的虛擬主機就形成現在所謂的
「雲」。 

  本中心到目前為止建置有 7 部虛擬主機，除本中心使用外，提供各機關申請使
用，統計至 103 年 6 月 25 日止，上線虛擬客戶(guest)主機 114 個，備用(安裝但未執
行，主要作為備援使用)客戶主機 43 個，共 157 個客戶主機，換算硬體主機購置費
用，相當於節省 150 部主機費用(約新台幣 29,584,050 元)，雖然建置虛擬化平台投資
費用相當可觀，但是其效益也是明顯可見的。 

  本府包括都市發展局、民政局、秘書處、勞工局、人事處、法制局、文化局、經
濟發展局、建設局、衛生局、農業局、政風處、主計處、大里區戶政事務所、大雅區
戶政事務所、石岡區公所、后里幼兒園都有申請使用虛擬主機平台，103 年起本中心
於年初即發文各機關調查該年度的虛擬主機需求，作為當年度爭取預算之依據，也鼓
勵各機關於規劃系統時，應考量設置於本中心虛擬主機平台，而不是另外購置主機。 

  為利本中心管理越來越多的虛擬主機，遂於 103 年 1 月 13 日修訂「臺中市政府
資訊中心虛擬主機(VM)平台管理規範」，重點有一級機關應彙整所屬機關需求於每年
上旬配合本中心調查填報，以及該系統是否適合使用虛擬化平台之評估準則(第二
條)，明定實體主機之 CPU、記憶體及儲存體達上限時暫緩受理申請之條件(第六條)，
對於虛擬客戶主機過分使用資源時，賦予本中心暫停該服務之權利(第十三條)，總而
言之，其目的在確保虛擬客戶主機能享有公平的資源，維持順暢的運作。 

  除此之外，請各使用機關應了解本中心提供使用平台，至於平常的維運管理、資
訊安全維護、備份備援作業仍是申請機關應負的責任，以往曾發現某局的虛擬客戶主
機有疑似遭入侵的情形，並嚴重影響網路頻寬及系統的運作，造成平台上其他機關的
作業受到影響，最後，本中心只得將該機暫停使用，並通知改善。 

  本中心建置的虛擬主機平台是一種公用的服務，可以發揮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簡化管理及綠色節能的效益，希望各機關可以多加運用，並遵守相關規定。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虛擬主機(VM)平台管理規範 
101 年 3 月 14 日中市資網字第 1010000831 號函訂定 

103 年 1 月 22 日中市資網字第 1030000264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妥善運用本府資訊機房之虛擬主機平台
(以下簡稱 VM 平台)，以達主機硬體資源共享、節省成本及簡化管理，特訂定本管
理規範。 

二、為滿足本府各機關虛擬主機需求及長期發展，敬請遵循以下準則： 

(一)虛擬主機基本需求，本中心將於每年上旬調查各機關下一年度需求，並由一
級機關彚整其所屬機關需求回報本中心，作為本中心編列虛擬主機預算依據，
以滿足本府各機關虛擬主機需求。 

(二)本府一級機關未提報需求者，原則以每年度申請一個虛擬主機為限(含其所屬
機關之需求)。 

(三)各機關應自行評估應用系統是否適合移入虛擬主機，其評估準則可參考附件
一。 

臺中市政府資訊推動政策走廊  

本中心虛擬主機(VM)平台服務現況及管理政策 資訊中心設備網路科長 張碧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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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 VM 平台上所申請之虛擬主機其基本虛擬硬體規格如附表一，申請機關如有高
於此規格之特殊需求可於申請單上加以註明，本中心將審酌實體主機情況調整配
置。 

四、申請機關應填列「臺中市政府資訊機房設備移(攜)出入申請單」並依「臺中市政
府資訊機房系統設備移(攜)出入申請規則」檢附必要文件備文向本中心申請 VM 資
源，申請(業務承辦)人員異動時，應主動函知本中心，以利業務聯繫。 

五、申請機關之虛擬主機(VM)有網路連線服務之需求時，需另填列「臺中市政府主機
設備網路連線維護申請單」，由本中心依需求設定網路相關連線(包含配發內、外
IP、遠端連線、開 PORT、DNS 解析等…)。 

六、為保障整體 VM 平台及各 VM 環境之運作效能，若本 VM 平台實體主機之 CPU
或記憶體或儲存媒體使用率達附表二上限時，本中心即停止受理 VM 服務之申
請，審核中的案件將暫緩上線，並保留其權利。 

七、本中心 VM 平台提供主機資源使用狀態監控，此項監控係針對 VM 之 CPU、記憶
體以及磁碟使用量之基本異常狀況監測，當使用量超出預警值時會由 VM 平台以
E-Mail 自動通知申請(業務承辦)人員。 

八、避免大量耗用 CPU 及記憶體等系統共用資源或頻寬時，影響其他 VM 系統之運
作，申請機關所申請之 VM 需經評估期(一個月)觀察運行穩定後始為核准上線狀態
(本中心不另行通知)；若 VM 上線後出現大量耗用 CPU 及記憶體等系統共用資源
或頻寬時，本中心依程序通知申請機關進行系統檢測，如無法排除狀況，將限定
其使用資源，由申請機關另覓其他方案。 

九、本中心提供之虛擬主機僅包含硬體環境相關初始設定，其餘有關作業系統及應用
系統之安裝更新、資料移轉、資料備份還原與軟體維護等，申請機關負全部管理
責任。 

十、本中心將依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相關規範，以確保 VM 服務正常運作。申請
機關對 VM 應自行辦理作業系統、資料庫、Web 服務等之定期更新、漏洞修補等
安全維護事宜。 

十一、本中心如因機房環境因素(如：停電、維護)或網路安全等需求而須暫停 VM 實
體主機全部或部分服務，各申請機關應配合時程進行開(關)機作業程序。倘因通知
不到申請(業務承辦人)，本中心得逕行暫停 VM 服務，若因此致申請機關損失，本
中心不負賠償及維修責任。 

十二、申請機關可透過本中心提供的連線方式管理申請之虛擬主機，其中遠端桌面連
線請另填寫主機設備網路連線維護申請單，vCenter 連線僅限由本府內部網路連線
(vCenter 帳號密碼同本府 e 化公務入口網帳號密碼，連線方式請參閱簡易管理手
冊)。 

十三、申請機關使用 VM 服務時，若有下列情形者，本中心即本權責暫停服務，俟改
善完畢後，檢附文件重新申請移入。 

(一)申請機關 VM 機內之應用系統因感染電腦病毒、蠕蟲、網頁炸彈、僵屍病毒
或遭植入木馬程式等而產生非常態之網路行為(如： port scan 攻擊其他主機
等)。 

(二)透過申請之 VM 進行釣魚網站以獲取不當資訊者。 

(三)申請機關之 VM 有違反著作權或個人資料保護法。 

(四)申請機關 VM 上之應用系統錯誤，影響其他系統或網路者。 

(五)申請機關 VM 大量耗用 CPU 及記憶體等系統共用資源或頻寬時，經本中心通
知後一定期間內未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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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因電信線路障礙、阻斷以致 VM 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成
損害時，本中心不負賠償及維修責任。 

十五、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停電、雷擊、山崩、戰爭等不可抗力因素造
成線路中斷或毀損，本中心不負責善後、維修及賠償。 

十六、本中心如因環境變更或網路安全等服務需求而須暫停或終止虛擬主機全部
或部分服務，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十個工作天前通知申請機關，申請機關應
無異議配合辦理。 

十七、本管理規範未盡事宜，請參考臺中市政府資訊共構機房(IDC)管理要點辦理
及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相關規範辦理。 

附件一、移入虛擬主機之環境，其評估方法參考如下： 

(1) 網路流量大者不適合移入，其參考上限值為網路流量值常態持續超過
50Mbps 5 分鐘以上。 

(2) I/O 負載重者不適合移入，其參考上限值為磁碟 I/O 值常態持續超過 48 
IOPS 5 分鐘以上或磁碟 R/W 常態持續超過 18MB/s 5 分鐘以上。 

(3) 同時連線數(Concurrent User)超過 30 者或 3000 人次/天不適合移入。 

(4) 全天候皆有大量業務交易之系統主機不適合移入。 

(5) 需於主機設備上安裝特殊規格或特定廠牌硬體設備之業務系統主機（如應
用系統程式需與特定廠牌設備一同配合運作、實體主機需安裝特殊硬體裝
置等情況）不適合移入。 

附表一、VM 平
台基本虛擬硬體
申請規格  

 

 

 

 

 

 

  

 

 

附表二、VM 平台硬體資源 

使用率上限（註：使用率上 

限將依實體主機資源增加而 

有所調整） 

 

 

摘要: 

 本中心建置的虛擬

主機平台是一種公

用的服務，可以發

揮降低成本、提升

效率、簡化管理及

綠色節能的效益，

希望各機關可以多

加運用，並遵守相

關規定 
虛擬硬體 預設規格 

CPU 2 vCPU 

記憶體 2GB 

硬碟 100GB(Sata) 

虛擬網卡 一張(同一網段共用同一Giga網路介面) 

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Std/Ent 2003 R2 32/64Bit 

Windows Server Std/Ent 2008 R2 with SP1 64Bit 

Windows Server Std/Ent 2008 with SP2 32/64Bit 

Windows Server Std/Ent 2012 64Bit 

CentOS 6.4 32/64bit 

實體主機資源項目 使用率上限 

CPU 50% 

記憶體 80% 

儲存媒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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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報報  

※ 「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中文網
站整合服務平台擴充及推廣計
畫」已陸續分梯進行系統教育
訓練及上線了，第 1梯次業於
6月 11日完成上線，上線機關
有中西區衛生所、東區衛生
所、南區衛生所及北區衛生
所；第 2梯次定於 6月 18 日
及 19日進行系統教育訓練，並
定於 6 月 25日進行上線，本年
度共計導入 32 個機關網站(2
個區公所加 30 個衛生所)，共
分成 6 梯次陸續安排進行上線
作業，每梯次進行上線前，都
會正式公文通知。 

※ 儲存虛擬化解決方案國際知名
品牌 DataCore Software亞太
區總裁（Vice President of 
Aisa ）Peter Thompson於 6
月 20日拜訪本府資訊中心，除
感謝本府採用該公司產品，並
聽取本府資訊中心的意見，總
裁 Peter表示希望未來可就
vSAN及異地備援方面能有進一
步合作的機會，DataCore 將會
盡力提供更適切的建議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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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受測機

關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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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二級機關：風景區管理所、家
庭教育中心、停車管理處、文
化資產管理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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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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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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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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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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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亞太區 DataCore 總裁來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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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103)年 3月份排定檢測 28
個機關網站均依規定提報並通過檢
測；本次抽測二級機關及區公所共
計 47 個機關服務信箱結果為全數
於當日即回復，與 103年 1月仍有
3 個機關（佔該次檢測機關數
6.38%）需隔日才能回復的檢測結
果相較，回復率相當良好。 

※ 本中心今年辦理大宅門特區─
「資訊交流、智慧電網、再生
能源及園區保安推動計畫」乙
案，為規劃特區整體光纖及無
線網路布建，爰於103年7月3日
由張主任忠吉帶領4名相關同
仁，參訪清翠園及共同管溝現
場工地，以精進計畫符合實際
所需。 

 

 

圖 12 參訪大宅門特區了解清翠園及共同管溝施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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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新知  

※ 阿不就好棒棒：用來反諷
其他人自以為厲害，但其實不
怎麼樣的意思。 

  阿不就好棒棒源自一般網
站和現實生活中年輕族群間都
先存在的用語，例如：「阿不
就好厲害」。之後衍生成阿不
就好棒，感覺起來更酸更機
車，再加疊字「棒棒」之後，
這種效果又更為突出。通常如
果配上拍手的動作會更有反諷
之意。 

  後來在網路上有人用猩猩
拍手的圖片來描配這句話，因
為配得頗為有趣，在臉書等地
常出現，例如：在推文中有人
自認為很厲害、發文語氣覺得

自己很有道理、
自以為是而教訓
或指責別人，或
炫耀自己事物的
時候，就可以用
這句話來酸那個
人，酸的對象可
能原 po、其他
推文的人，或文
中出現的人物等
等。  

※ Orz ：是一種網路象形文
字，火星文的一種，目前多用
於表示五體投地、佩服、道歉
的意思。如把 orz 三個字連起
來看：(o)表示頭貼著地，(r)表
示雙手趴在地上，(z)表示雙腳
跪在地上。 

  另外，進階用法也有“拜
托！”、“被你打敗了！”、“真
受不了你！”及“我(O)認(R)栽
(Z)”這類意思的用法。 

※ 五樓：原意只是第五個推文
的人，是 ptt 中一種獨特的文
化，而且流行時間非常久仍不
衰退。 

  ptt 剛開始開放推文時，

第五個推文的人，都表現得最為
專業中肯，因此久而久之大家就
非常期待五樓的推文了。因此常
有「五樓專業」「專業五樓」
「五樓中肯」的說法。也因為這
樣，所以很多時候前幾樓推文
時，就會尊重五樓的專業，希望
他發表意見、評價這篇文章，或
幫忙解答疑問，因此常常出現
「五樓你說呢？」、「五樓請給
分」以及「五樓請回答」這樣的
話，而且為了趕快產生五樓，1-
4 樓常常會用「電梯向下」「幫
蓋」等用語讓五樓提早出現。 

  至於進階用法，用在推文中
互相陷害，就請有興趣者上網問
一下 google 大神。 

※ GG ：它原本是在線上遊戲對戰
中，輸的一方說的話語，即
「Good Game」的縮寫，表示認
為雖然輸了，但是一場好的對
戰。 

  後來在 ptt 開始使用這句話，
但逐漸把其順帶有的遊戲結束意
思拿來使用，因此變成意指「完
蛋了」、「輸了」、「大勢已
去」、「結束了」或「沒救了」
的意思。有時是一般的敘述（如
xxx 投得這麼爛，xxx 隊 GG 了）
認真的對話提醒，有時則是趣味
性或虧 po 文者時使用，和另一流
行語「砍掉重練」有異曲同工之
妙。(以上張宏基提供) 

※ 網頁掛馬：網頁掛馬是一種目
前很流行的惡意程式入侵方式，
簡而言之，就是當使用者瀏覽特
定網站時，遇到有惡意程式內嵌
在網頁上的情況。網頁惡意程式
是利用網頁來破壞的惡意程式
碼，它存在於網頁之中，是使用
Script 語言編輯的惡意碼，利用
IE、FireFox 或其它瀏覽器的漏洞
來植入惡意程式或木馬。當使用
者瀏覽至含有網頁惡意程式網站
的同時，惡意程式已悄悄植入使
用者的電腦中，駭客可以利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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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系統的資源發動攻擊加
以破壞，或盜取個人機密資
料等。（資料來源： Google 
網站） 

※ WPKI（Wireless PKI）無
線公開金鑰基礎建設： WPKI 
是無線環境中的 PKI 應用，
主要可應用於手機等無線裝
置，功能包括身分認證、存
取控管、使用授權、傳輸保
密資料完整性、不可否認性
等。 WPKI 標準在擬定的過
程中已考量手機等無線裝置
在運算能力與記憶體的不
足，且具備加解密安全功
能，如同於有線環境下的
PKI 應用，WPKI 可促成使用
者不論何時何地都能自由的
進行交易，或者其他需要較
高資料安全性活動。 在 
WAP1.2.1 版本中與資訊傳輸
安全相關者包含有： WTLS
（Wireless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server-
authentication、WTLS client
-authentication、SignText 數
位簽章、X.509 憑證，以及 
WPKI Portal 等。其中，
WPKI Portal 類似於有線認證
環境中的 RA（Registration 
Authority），提供手機電子
憑證的其他替代性選擇，如 
URL 憑證、手機晶片內建金
鑰等。（資料來源：
Taiwan.CNET.com 字彙寶
典）。(以上許哲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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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上的網路來源 

 

1.透過衛星傳輸 

  衛星訊號不會受到地形限制，但因過程較為複雜，網路延遲相當明顯。機尾
頂端即為玻璃纖維覆蓋的衛星天線，亦稱帽狀天線。 

 

 

2.陸基方式(Ground based) 

  透過機腹下的天線與陸地上的基地台傳輸，機腹會有 ATG(Air 
To Ground)的傳輸天線。陸基的缺點就是只能在陸地上空飛行，超
過沿海一定的距離就會失效。 

 

＊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沒有完美解決方案 

 

 

 

 

 

 

※ 在高空上打卡的代價 

 

 

科技新知：飛機上那來的 Wi-Fi 無線網路？       盧健    

  優點 缺點 

衛

星 

租用成本低、不會受到地形地

貌與天候的影響、覆蓋範圍大 

延遲速度高、已租用的衛星規格

無法改變及升級 

陸

基 

擴充容易、網路延遲低 建置成本高、覆蓋範圍小 

航空公司 上網費率 備註 

長榮航空 

JAL日亞航空 

1小時：$11.95美元 

24小時：$21.95美元 

僅部份較新機型才提

供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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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網站！ 

http://www.im.taichung.gov.tw/ 

發行人：張忠吉   

編輯顧問：黃惠敏 

編輯委員：賴正川、劉碧惠、張碧顯 

編輯小組：陳育如、盧健、彭彥穎、     
蔡枚芳、陳凱 

地址：臺中市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文心
樓 6樓 

電話：（04）22289111 分機 22305 

傳真：（04）22598658 

投稿 E-mail ： m81216@taichung.gov.tw                                                

發行機關：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感謝您的閱讀，倘對本電子報有其

他建議，歡迎隨時來信指教。 

 

新人報到 

設備網路科管理師 – 黃俊嘉  

出身資訊本科系，第一次分發
到北市交通局處理智慧型運輸
系統相關業務，是個較陌生的
區塊，最終學了不少交通的知
識，也算熟能生巧。到現在資
訊中心，接的 業務也是個較陌
生的領域，再加上前後機關各
種制度的不同，覺得相當不習
慣但充滿了挑戰。資訊無邊
際，相信多方涉獵必能對未來
工作有所助益。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