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隨著虛擬化與雲端運算的興起，資料中心的資源動態調配更加頻繁，使得傳統多
層次網路架構面臨日益沉重的負擔，成為資料中心效能的絆腳石；因此訴求網路架構
簡化的 Ethernet Fabric 即應逢而生，企圖以扁平化架構提升網路傳輸效率，革新傳
統資料中心的網路架構。 

  數十年前，住在臺中的人若想到花蓮旅遊，必須先一路北上到臺北，經由北宜公
路到宜蘭，再南下到花蓮，路途非常遙遠，往往得花費一天時間才能抵達。 

  等到東西橫貫公路通車以後，臺中的人只需花費原本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時間
就能到花蓮觀光，花蓮地方特產也能當天快速送達西部市場，提供最新鮮的蔬果食
品。 

  Client-Server 架構的應用系統，在傳統三層式網路架構的資料流動方式，就像是
橫貫公路開通以前的情況。Client 使用者的電腦必須經過層層交換器，向應用程式系
統提出需求，前端的應用系統伺服器收到請求後，向後端資料庫系統讀取資料，再透
過前端伺服器回傳給 Client 使用者。 

  但是隨著雲端運算崛
起，在資料中心裡的伺服器
必須協同合作來分散運算，
甚至要動態調度大量資源，
應用伺服器之間的資料交換
需求大幅增加，例如許多影
音服務網站，使用者看到的
一個網頁其實是由後端數十
臺伺服器聯合透過 API 提
供內容，內部伺服器間彼此
經常交換運算資料，大量資
料需要在同一層網路間水平
流動。 

二、規劃及佈建情況 

  不管談到雲端運算、物
聯網或巨量資料等趨勢浪
潮，都意謂今後勢必產出更
為大量的應用程式、更為大量的使用者、更
為大量的資料，連帶產生更為繁重的備份與備
援需求，若無堅強壯大的網路頻寬作為基礎，恐難順暢運行各項智慧服務，考量及
此，市府資訊中心決定大刀闊斧積極著手規劃並啟動資料中心骨幹升級計畫，提升原
有 1G 頻寬吞吐量，優先在高密度機櫃系統主機之間佈建 10G 骨幹網路，藉由新一
代 Ethernet Fabric 扭轉傳統階層式網路架構，讓 L2 網路也具備 Layer3（L3）路由
機制，能夠自動尋找抵達目的端的最佳路徑，傳輸流量不必垂直行經 L3 上層，就能
在同層進行水平傳輸，期使同一 VLAN 的伺服器能在存取層水平溝通，匯聚多倍頻
寬，以利後續營造低延遲、高容錯、頻寬共享之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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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建置完成之10G 資料交換中心 



  另外有關陽明市政大樓 IPv6 網路環境 及資安控管機制的建置計畫，
採用 Netvision ISOinsight 系統，可同時稽 核暨管控 IT 設備、終端
(MAC)、IP、身份與使用者行為，此系統一 方面可用於管理本案交換器的設
備狀態、介面數據、Port+MAC+IP 位置 表、性能、路由表、線上分析，
二方面內建 DHCP 與 RADIUS 伺服器，有效支援專案所需之 DHCP Snooping 靜態
MAC、IP 綁定發放、DHCP 強制及 802.1x MACAuthentication 等功能，三方面又
因具備 MAC 與 IP 自動收集管理模組，可有效蒐集用戶終端、BYoD MAC 與 IP 資
訊，亦能配合交換器預設的資安管控機制，確保終端 PC 以自動取得 IP 方式運行，並
具備 DHCP IP 與 MAC 綁定功能，可謂一舉數得。 

 

 

 

 

 

 

 

 

 

 

三、結語 

  此次專案的推動可說是建立高度虛擬化的資料中心基礎建設，以期提高資料交換
效率，為本府資料中心機房內重要系統網路環境，形塑更高的可用性。如今已建置完
成，得以讓伺服器主機群、核心交換器之間的頻寬達到 40Gbps 之譜；此外本次建置
之 10G 交換器額外提供 SAN FC 功能，促使 10G 交換器得以直連現有光纖儲存設
備，讓伺服器集群與儲存裝置都能架構於 10G 網路平台之上，可望為今後雲端及巨量
資料應用，扎下穩固的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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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尖端技術潮流 迎向國際智慧城市 

  臺中市繼 2013 年榮獲 ICF 頒發的全球智慧城市首獎之後，持續在智慧城市推動
上進行努力，過去一年已順利完成規劃大宅門智慧特區的智慧輪廓，不久將來即可實
現超越國際的智慧生活樣貌，這不僅是未來大臺中智慧城市的具體體現，更將成為全
台灣智園區的領航者。 

  請試想像以下生活：當你開車在進入臺中市大宅門特區，車內的智慧裝置與手機
馬上自動連接大宅門特區的「智慧營運中心」（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enter ，
IOC），準備停車時按下 IOC APP 上的停車場搜尋服務，智慧裝置自動跳出距離你最
近的停車空位。車停妥下後準備用餐，正遺憾昨天訂不到台灣塔景觀餐廳的用餐位置
時，手機突然收到來自 IOC 的訊息，貼心告知你台灣塔景觀餐廳有人取消用餐，建議
可馬上線上訂位候補。 

  不要懷疑，這樣的生活情境在未來都將被徹底落實在臺中市大宅門智慧特區中，
結合國際前端的創新智慧應用，不僅將為臺中市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就業，帶來極大
的助益；更重要的是，這將為臺中市的智慧生活型態發展，創造不一樣的未來。 

2016 年啟動服務智慧臺中再往前跨一大步 

  臺中市政府中心資訊主任張忠吉指出，2011 年臺中市啟動大宅門智慧特區計
畫，以「智慧生活」、「低碳生活」、「環境共生」為願景，在腹地廣達 254 公頃的
區域，打造環境共生、節能減碳並且具備各種創新智慧生活的園區，以做為未來大臺
中智慧城市發展的小型示範區。 

計畫執行至今，不僅陸續完成整地、硬體基礎建設等工作，藉由「資訊交流、智慧電
網、再生能源及園區保安推動計畫」，市府團隊更已完整規劃出大宅門的智慧化創新
服務架構，預計 2016 年各場館陸續完成之際，將建置大宅門智慧特區的軟體系統服
務，為臺中市的智慧城市發展之路，再往前跨一大步。 

  張忠吉強調，未來整個大宅門特區的智慧發展，將以「智慧營運中心」（IOC）
為核心，藉由通訊網路、雲端等基礎設施，輔以資料蒐集、資料感測與巨量資料分析
等方法，將園區內的各項業務管理系統都整合至營運中心內，進而透過統一開發的模
型與資訊交流規範，使系統與系統、服務與服務之間溝通無礙，讓民眾在園區都可以
享受到無所不在的智慧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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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市府團隊已經完成 8 個模組的 資訊系統規劃，初期先以民眾
生活最基本的需求為主，發展出「保全應用 服務」、「環境監測資訊」、
「園區智慧導覽」與「交通控制與資訊應用 服務」等，在未來可以為民眾提
供包括生命與交通安全、節能減碳的基本智 慧化服務。「未來還會有更多領
先國際的智慧生活應用被開發出來。」張忠吉說，智慧生活創新應用是智慧城市發展
能否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因此未來市府團隊將持續掌握資訊科技的發展致，致力於創
新更多智慧服務，建構最具前瞻性與國際化的智慧生活場域。 

落實智慧應用 開創中臺灣嶄新亮點 

  由於市民是智慧生活場域與應用的最終使用者，因此城市居民是否具備智慧化素
養，也是大宅門智慧特區能否真正成型的關鍵，有鑑於此，在大宅門特區如火如荼建
設之際，臺中市政府也積極從廣泛在市內建置 Wi-Fi、寬頻等基礎建設，以及在產業、
教育等方面代都納入智慧化，讓更多臺中市民成為智慧市民，為大宅門特區的智慧成
型鋪路之外，也加速臺中市最頂尖的智慧城市。 

  張忠吉強調，大宅門特區只是臺中市發展智慧城市的一個點，未來延續大宅門特
區的成功經驗，臺中市政府將把同樣的智慧場域複製到更多區域，並且將每一個智慧
特區進行相互連結，從點連接成面，完整臺中市智慧城市的輪廓。相信，在綿密的智
慧服務之下，不僅可以帶領臺中市民朝智慧生活型態邁進，同時也將會吸引更多人前
來臺中市創業、發展或是觀光旅遊，創造龐大的經濟效益。 

  全球智慧城市趨勢方興未艾，臺中市身為一個已經具備知名度的國際級智慧城
市，一直持續以「加入全球智慧城市，行銷國際」做為重要施政藍圖，讓智慧元素如
有機體般的在臺中市生長、蔓延。張忠吉相信，在市府團隊、各場域負責機構以及市
民的攜手並進之下，臺中市的智慧城市發展之路，將持續走在世界前端、引領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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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背景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為提升地理資訊系統及地理資訊科學的學術發展，增進 GIS 產
業參與基礎資料建置、流通加值、技術研發、應用層面之技術交流，於每年 6 月定期
舉辦為期 2 天的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TGIS)，內容包含邀請專家學者
進行專題演講、產官學應用單位成果發表、相關產業攤位展示，希冀提升學術研究內
涵以彰顯國土資訊系統推動成果和展現空間資訊之應用價值。 

  TGIS 為一年一度地理資訊之重點活動，本中心除了發表相關地理資訊學術論文
外，更透過攤位展示介紹「大臺中圖資雲」、「大宅門特區」，與會者不僅可瞭解圖
資雲共享共用之高便利性服務，更可深入瞭解未來資訊化應用的智慧園區-大宅門特
區，藉此活動本中心和各界學者專家先進們進行 GIS 資訊交流與分享。 

二、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主辦單位統計參與總人數約為 400 人，其中活動分為學術論文發表及攤
位展示兩部份： 

(一)學術論文發表 

      此次研討會本中心在共計發表了1.「大臺中圖資雲圖資維護管理機制之研
究」2.「智慧城市資訊系統架構與推動策略規劃-以臺中市大宅門特區為例」3.
「雲端地理資訊加值應用服務-大臺中圖資雲」等3篇地理資訊相關論文，分別
以地理資訊、圖資維護、資訊架構等不同層面探討智慧城市之應用服務，並透
過學術角度發表及現場與會者的提問一同探討系統之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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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攤位展示 

      藉由此次活動的攤位展示除可 將本市地理資訊圖資共通平臺及
智慧城市之規劃內容及未來發展，讓 現場參觀的民眾可以即時瞭解
外，亦有助於本市地理資訊及智慧城市宣導。關於攤位展示說明如下： 

1. 攤位背板展示 

      為讓參觀者經過攤位時可快速閱讀瞭解服務內容，此次靜態的背板展
示係以「臺中智慧城市新驅力」為主題，象徵本中心此次所展示的「大臺
中圖資雲」、「大宅門特區」不僅展現在圖資上所提供的新服務，更進一
步落實規劃未來智慧園區，而這些皆為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新驅力；同時
結合行動裝置的瀏覽習慣，參觀民眾可直接掃QR code閱讀更進一步DM
資訊，既環保又符合時下行動裝置瀏覽習慣。 

2. 展示影片播放 

         現場電視輪播「大宅門特區簡介」、「大宅門特區空間資訊服務展
示」、「大臺中圖資雲簡介」、「重大建設計畫空間資訊系統」、「重大
建設計畫空間資訊系統-行動平臺」共5支影片，以動態影片呈現「大臺中
圖資雲」、「大宅門特區」系統所提供之服務，更進一步展示「重大建設
計畫空間資訊系統」的應用介接成果，讓參觀民眾得以視覺化方式瞭解本
中心之服務。 

3. 現場參觀互動 

         攤位以體驗「大臺中圖資雲」內容即贈送印有本中心名稱之手機座為
互動設計，以鼓勵參觀民眾實際體驗「大臺中圖資雲」之服務，透過實際
操作並輔以解說人員之解說，親身感受系統提供之便利服務，現場體驗人
潮踴躍，共計發放近200多個贈品，超過5成以上的參與者皆至攤位參觀；
同時經由解說也引起許多企業和政府單位對服務之興趣，紛紛詢問介接及
合作的可能性，而本中心也藉由面對面的提問解說實際更加瞭解使用者端
需求，以作為日後擴充服務之參考。 

三、活動照片 

 

 

 

 

本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發表多篇

論文以探討地理資訊相關應用 

 

攤位現場參觀人潮絡繹不絕，引發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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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灣地 

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TGIS)網站照片 

現場民眾體驗

本中心提供之

服務並詢問介

2014台灣

地理資訊

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

討會

(TGIS)參

展手冊 

本中心相關發表論文 

發表編號 題目 

4D4204T05 大臺中圖資雲圖資維護管理機制之研究 

張忠吉、黃惠敏、賴正川、趙僩、簡嘉良、徐明鎰、陳文欽 

1H4301T04 智慧城市資訊系統架構與推動策略規劃-以臺中市大宅門特區為例 

張忠吉 

1H4301T05 雲端地理資訊加值應用服務-大臺中圖資雲 

張忠吉、黃惠敏、賴正川、李佳瑾、黎武東、顏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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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中心多年致力於地理資訊的發展，自 93 年建置數位地圖館至今，已
累積豐富的地理空間圖資，自 102 年起更將 雲端運算技術引入地理資訊領
域，採用平臺即服務（PaaS）的服務型態，建構臺灣第一朵市政建設私有雲─大臺中
圖資雲，此平臺節省圖資更新時間並將服務拓展予府內其他單位共享，達到「圖資共
有、服務共享、全民共用」的高流通性。 

  此次於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TGIS)，本中心以多面向展現近年在
地理資訊領域的開發成果，在學術領域層面，以發表「大臺中圖資雲圖資維護管理機
制之研究」、「智慧城市資訊系統架構與推動策略規劃-以臺中市大宅門特區為
例」、「雲端地理資訊加值應用服務-大臺中圖資雲」等論文，從地理資訊、圖資維
護、資訊架構等不同層面探討臺中市智慧城市之應用服務；在產業交流層面，透過現
場攤位實際展示、電視影片介紹播放、互動體驗設計的巧思，讓參觀者從大臺中圖資
雲所提供的服務至實際介接的「重大建設計畫空間資訊系統」、「大宅門特區」的介
接應用成果做全盤瞭解。 

  此次的活動主辦單位估算參觀人數約 400 名，而本中心統計實際攤位體驗人數超
過 200 名以上，超過 5 成以上的參與者皆體驗過本中心之服務，現場迴響熱烈，許多
企業和政府單位紛紛詢問介接及合作的可能性，本中心在此活動中成功串聯產、官、
學領域，達到推廣宣傳、交流互享之目的。 

  iBeacons 是 Apple 公司開發的一種低功耗藍芽技術以進行一個十分精確的微定
位技術，採用標準通訊協定，可在任何支援 Bluetooth 4.0 裝置運行(包含
Android)，僅限室內使用，精確度可達 30 公分，無須配對，可作為物聯網應用。 

  iBeacons 的原理是使用一個極小的裝置，僅播送包含 UUID(可程式化)的藍芽訊
號，利用手機安裝 APP 來監聽 UUID，並透過複雜的運算可以得知使用者與裝置的距
離。 

  iBeacons 的使用情境： Jane 裝了 H&M 服飾店的 APP，當她經過 H&M 的實體
商店時，手機就會告訴她，這間店正在拍賣一些商品，當 Jane 走進去，經過一個走
廊，APP 告訴她，她有一張優惠卷可以使用，當 Jane 接近銷售員時，銷售員的裝置
則出現了 Jane 的購買紀錄及建議清單。當 Jane 在看一個商品時，就會得到一個量身
訂製的優惠，H&M 可以得知 Jane 精確的購物喜好、停留時間，以及逛街路徑(儘管
Jane 不買任何東西)。官方推薦使用情境：零售商店、特殊活動、家庭自動化裝
置、博物館及畫廊。 

 

限制 項目 

使用者端限制 使用者必須開啟定位裝置、啟動藍芽、需要APP、必要時需網路連線 

部屬端限制 需要電力供應、更精準的室內定位則要更多的iBeacon部署來估計距離 

與NFC的差異 NFC 感應20cm、可保存些許資料、不可直接定位、需配對 

iBeacon 感應50m、泛用型不可保存資料、可直接定位、不需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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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前，原臺中縣市政府暨各級機關學校間大都因應不同的
需求自行建置公文系統或使用中央提供公文系統。然合併改制直轄市後，因應各機關
獨立促使新機關成立、行政院公文線上簽核政策推動、合併後幅員廣大等，為提供公
文應用軟體共享與硬體資源共構服務，本府直轄市版公文整合資訊系統（以下簡稱本
府公文系統）採集中、共構模式建置，以公文流程管理為主軸，整合中央所建構筆硯
公文製作系統及 eClient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統整本府使用公文需求開發建置本府公
文管理、檔案管理、公文線上簽核及表單線上陳核等公文處理作業，為整合式線上公
文處理及管理系統。 

  本府公文系統將公文處理流程自簽（收）辦、會辦、陳核、傳遞發文、結案歸檔
及管考等流程全面納入管理，提供單一系統且具彈性化機制，以因應本府暨所屬各級
機關學校等各個不同複雜度之陳核層
級處理流程(如一級機關可承辦府文及
一級機關文；二級機關可承辦府文、
一級機關文及二級機關文等相關文書
處理作業)。然而隨著本府公文系統逐
步推廣至各機關學校，系統使用機關
不斷增加、功能增修需求亦隨著使用
層級不同而提出，為使公文系統具有
多元化服務，陸續完成與中央電子公
布欄、政府 e 公務精靈、本府 e 化公
務入口網、市長信箱、EMAIL 等系統
介接，並擴建檔案影像掃描子系統、
大附件下載子系統、備份備援平台
等，強化各類公文之控管與功能，即
時提供案件相關訊息與介接服務。 

  因應行政院「電子公文節能減紙
推動方案」政策推動，本府公文系統之線
上簽核功能係整合自然人憑證進行簽核，建置電子憑證管理機制以提供憑證註冊與認
證服務。將每件公文自收文簽辦或創簽稿、逐級簽核至主管或首長決行、發文或存查
歸檔及線上調檔等作業完全電子化，以達到節能減紙與提升公文辦理品質的目標。在
機關推動上，本府於 100 年成立由副市長兼任召集人、研考會主任委員兼任執行秘書
等機關所組成之跨機關「電子公文節能減紙工作小組」，其下並設置文檔組、研考組
及人事組等 3 個執行小組，訂定「臺中市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計畫書」，並由研考
組轄下資訊中心訂定「臺中市電子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試行計畫」並負責執行。本中心
復於 100 年 9 月 16 日起，由 7 個機關開始試辦，因試行績效良好並獲得本府全面支
持，再於 101 年將機關採 5 梯次進行全面性推動上線，並順利於 101 年 10 月底完
成，其 101 年 12 月線上簽核比率為 67.14%，如期達成行政院所定 30%目標，其達
成率更高達 223.8%，績效相當良好。 

  在學校方面的推廣上，雖然行政院「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並未將學校納
入推動範疇，惟考量當年本市 306 所學校原使用且由中央負責維運的公文系統將於隔
(102)年底停止維運，並轉由各縣市政府負責，故決定配合機關線上簽核推動計劃，一
併提前於 101 年度以 3 梯次方式辦理學校公文系統導入暨線上簽核推廣作業。因學校
公文屬性較為單純，在各校長及同仁全力積極配合下，除順利於 101 年 11 月 26 日
完成外，其 101 年 12 月線上簽核比率更高達 91.1%，可謂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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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各機關學校同仁們對公文線上簽核 熟悉度提高、持續且積極推動
各項節能減紙作業，衛生所及圖書館為加入 而克服或提升網路環境下，本
中心又陸續將 30 個衛生所、32 個圖書館及 新成立的機關或學校等納入服務
範疇內。 

  截至今(103)年 7 月底，除地方稅務局採行財政資訊中心所開發公文系統外，本
府所屬 196 個一二級機關、329 所市立學校(含幼兒園)等均已採行本府公文系統，並
提供本府 3 個任務編組使用，目前約計 21,000 人使用系統，平均每月有 47 萬至 48
萬件公文，再扣除不適合採行線上簽核公文數後，平均每月約有 20 萬件採行線上簽
核方式辦理，其線上簽核比率約 70%，早已達到行政院最新頒布 105 年度實施公文
線上簽核比率需達 45%之政策目標，辦理成效相當良好，亦為本中心使用機關數最
多、使用人數最多且影響層面最廣的應用系統。 

  有鑑於本府公文線上簽核推動政策在本府各機關學校全力支持及推動的努力下，
除提前達成行政院所訂外，於 101 年度以「組織轉換之雲端公文系統推動與建置」入
圍「FutureGov Award 2012」之「 Government Cloud」項目；並以「公文整合資
訊系統暨線上簽核系統」參加中央評選，展現每年約節省 1,440 萬張紙、2,880 萬元
經費、約達 83.7 公噸的減碳效益等具體成效，榮獲內政部「102 年自然人憑證應用系
統評比獎勵活動」之「公務應用系統組」優良獎。 

  今年度除將持續協助基層機關處理原行政院研考會（現國發會）公所公文系統檔
管資料匯入問題、協請秘書處適時修訂本府相關文書及檔管規定、追蹤中央相關機關
就公文行動簽核政策發展與進度外，9 月份預計完成學校公文系統分流建置，以提昇
學校公文系統使用效能，並進行為期二年之 WEB 版公文製作系統開發建置、11 個機
關學校試行作業，以達成公文製作雲端化。 

 

 

 

 

 

 

 

 

 

 

 

 

  展望未來，如何善用資通訊科技來強化公文系統對內與對外的服務品質、面對或
改善公文線上簽核推動所衍生出的問題或議題，如公文行動簽核、公文製作雲端化、
不同瀏覽器或版本更新速度、網際網路頻寬資源與成本、各機關功能增修或管考需求
與本府相關文書或檔管規範修訂等，是本中心必須持續努力的課題。目前透過每月定
期公文維運管理會議，邀集秘書處、研考會及教育局等機關共同參與，期許透過本中
心不斷努力與前進，藉由各機關間的合作分工、群策群力，能具體達成節能、減紙及
提昇行政效率的目標，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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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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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7 月底，已完成 4 個梯次上線
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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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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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1. 一級機關：經濟發展局、人事處、
農業局、衛生局、都市發展局、消
防局、地方稅務局。 

2. 二級機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體
育處、仁愛之家、葫蘆墩文化中
心、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3. 戶政事務所：西區戶政事務所、南
屯區戶政事務所、大里區戶政事務
所、石岡區戶政事務所、東勢區戶
政事務所、清水區戶政事務所、豐
原區戶政事務所。 

4. 地政事務所：中興地政事務所、東
勢地政事務所。 

5. 區公所：南區區公所、南屯區公
所、大甲區公所、大雅區公所、沙
鹿區公所、神岡區公所、潭子區公
所、后里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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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103 年 6 月抽測
一級機關、地政事務所及戶政事務
所共計 67 個機關，於 6 月 10 日至
11 日發送測試信件，其中當日回復
者共 49 個機關(佔 73.13%)、隔 1 日
回復者共 18 個機關(佔 26.87%)，無
超過期限未回復之機關，相較於

103 年 4 月檢測結 果，雖當日回復率下降，但隔日
內所有機關均全部回 復。 

※ 臺中市政府謹訂於 2014 年 8 月 26 日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F 集會堂，舉辦「大宅門特區－智慧規劃應用研討暨成果發表
會」，分享大宅門特區智慧營運中心建構及相關智慧應用服務
等規劃，並邀請專家、學者及產業界進行專題演講、案例分享
及座談交流，期透過產官學界相互交流，讓「智慧生活」的概
念更落實，並讓大宅門特區的發展願景能順利推動。 歡迎各界
踴躍報名參加，報名網址： 

 http://www.gis.tw/2014TGD/Default.aspx 

※ 有關「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推動民眾上網計畫-臺中市民免費電
腦課程」，本案由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承作，目前全面開放
招生中並陸續於本市 29 區開課，本活動至今年 11 月 30 日止，
相關活動訊息可參閱專屬網站： 

  http://e-free.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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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IT小幫手」，今天要跟大家

說一個電腦密技呦！ 

Office的OneNote可以當作光學字元

辨識OCR喔。 

 1.用手機拍下一些文件資料 

 2.將圖片拖曳到 OneNote 頁面上 

 3.在圖片按下滑鼠右鍵，點選［複
製圖片的文字］ 

 4.在版面的任意的空白處點選，選
擇［貼上選項］中的［只保留文
字］ 

 5.辨識的效果會因為你的圖檔的清
晰程度而異，如果原檔清楚的話
效果會相當不錯 

    6.［筆跡轉成數學］功能可以讓你
手寫數學符號，然後轉換成數學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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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D LTE ：分頻多工長期
演進技術(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 Long Term 
Evolution，FDD LTE)第 4 代
行動通訊網路技術之一。依據
通訊頻道使用方式，LTE 分為
TDD LTE 與 FDD LTE 兩種模
式，FDD LTE 是透過頻道來分
割，在兩個對稱的頻道上，一
個下載，一個上傳，就好像是
雙向車道，兩個方向的車輛互
不幹擾，通行無阻，來達成雙
向通訊的工作。優點是速度較
快，缺點是比 TDD LTE 多占
用一個頻道，資源使用率較
低。FDD LTE 基地台覆蓋範圍
較 TDD LTE 大，因此，在大
區域範圍（如郊區、高速公
路），建置 FDD LTE 基地台
可以較少，成本較低。（資料
來源： iThome、新華網） 

※ TDD LTE ：分時多工長期
演進技術(Time Division 
Duplexing Long Term 
Evolution，TDD LTE)第 4 代
行動通訊網路技術之一。依據
通訊頻道使用方式，LTE 分為
TDD LTE 與 FDD LTE 兩種模
式，TDD LTE 是透過同一頻道
上利用時間來切分下載與上
傳，就好比一條單行道，利用
號誌控制雙向交通，來達成雙
向通訊的工作。優點是比 FDD 
LTE 節省一個頻道佔用，資源
使用率更高，缺點是下載與上
傳共用頻道，速度較慢。在用
戶密集的區域，因頻道資源使
用緊繃，TDD LTE 較為適合。
（資料來源： iThome、新華
網）(以上黃兆農提供) 

※ ITSM（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ment）：資訊技術
服務管理主要有「服務請求與
規劃」、「服務執行」、「服
務支援與操作」、「預算規

劃」4 大模組，以及「服
務水準管理」、「上線與
部署管理」、「事故與服
務請求管理」、「資訊服
務之預算與會計管理」….等 13
個管理流程，主要是結合人員
（People）、流程(Processes)、
工具(Tools)所共同發展出來，目
的希望藉由以往共同累積的經
驗，來提升資訊服務品質。而目
前由英國國家標準局(BSi)所發展
的資訊服務規範 ISO 20000，為
國際上所最為被認可的「ITSM」
標準。 

※ CMDB（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atabase）組態
管理資料庫：原先各資訊系統的
資料只存在單一系統的資料庫
裡，後來將垂直關聯性的系統資
料整合成一個模組，再將有影響
的其他系統模組整合成水平關聯
性。IT 部門將所擁有的各種的資
料來源與應用程式整合起來，讓
不同的組態管理程序之間能夠共
用資料，如此當應用系統發生異
常時，可透過組態管理資料庫判
斷發生之原因，當需要執行變更
以排除事件，亦可透過組態管理
資料庫了解變更影響之範圍，大
大提高組態管理資料庫的可用
性。(以上陳立勳提供) 

※ 網路詐騙廣告：現今網路廣
告已成為一種散佈瀏覽器惡意程
式的新管道，有時甚至與詐騙、
駭客工具結合。特別是一些中國
的網站，開發出特別頑強的惡意
工具，往往在廣告才剛點擊下
去，就不明地被裝了奇怪的程
式，從此你的電腦就出現各種奇
怪的廣告訊息。如何反制網路詐
騙廣告呢？以下 3 點建議： 1.防
止網站、廣告這類追蹤行為 ，使
用 Chrome 點擊右上角[自訂及管
理 Google Chrome][新增無痕
式視窗]，或使用 IE安全性

[InPrivate 瀏覽]，之後瀏覽器會

阻止 Cookie、網路暫存檔、
歷程紀錄等部分工作。2.停用
擴充套件避免被安裝惡意外
掛，使用 Chrome 點選右上
角工具[擴充功能]裡，能
手動移除擴充套件或停用，
或使用 IE 在工具[管理附加
元件]，右鍵選擇停用。3.殺
不掉的廣告可以試試清除
Cookies，使用 Chrome 點
選右上角設定進階設定

隱私權內容設定所有所
有 Cookie 和網站資料，或使
用 IE安全性清除瀏覽紀
錄。(陳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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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歡迎隨時來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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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