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回到了 2010 年 12 月 25 日，這一天是臺中縣市合併升格日，為了讓行政作
業順利接軌運作，資訊中心在主管的領導、同仁的同心協力以及廠商全力配合下，在
合併升格當日完成公文系統上線，這也是超越其他五都的成績，由此可看出臺中市政
府的行政執行力可一點也不馬虎。 

  市府自升格為直轄市後，府內單位均改制機關，以前紙本簽核公文送件可能需要
一、兩天才能送達，甚至偏遠地區更可能要三、四天才會收到的情形，在公文導入線
上簽核後，現在只需要 2 分鐘就收到了，不僅縮短公文傳送時程，更可提高效率。 

  此外，公文跨機關會核常是公文承辦效率的瓶頸點。以各直轄市政府為例，公文
會核時往往需經過向上陳核、發文、收文及函覆程序，時程較冗長，為因應這樣的問
題，本府於公文系統開發了「跨機關會核功能」，不需經由發文、收文即可於系統直
接會辦傳遞，將原本至少 3~5 天以上才能辦理完成的公文，平均縮短至 1 天內會辦完
畢。 

  臺中市升格為直轄市後，幅員相當廣大，未推行線上簽核前，各機關或單位內紙
本公文交換或傳遞需由人員負責，往返市政大樓至陽明大樓、或市政大樓至和平區間
平均需花費 50 分鐘至 2.5 小時車程，若公文需要函覆其他機關，則更得花上 2 倍以
上的時間。但現在實行公文線上簽核傳遞後只需要幾秒鐘，與以往相較起來，可說節
省一筆相當龐大的郵資、油資以及傳遞時間的成本。 

  為強化同仁減紙觀念，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在 2009 年 12 月研考雙月刊第 33 卷第
6 期所提公文採線上簽核紙張量計算方式以及中華紙漿公司（碳足跡）的紙碳計算，
每包 500 張 80 磅的 A4 紙可減少 3.6kg CO2，102 年本府在公文線上簽核的效益
上，節省 16,410 包 A4 紙，減碳 59.07 公噸。 

  在減少伺服主機數量方面，系統採共構建置，各機關不需建置自己的主機。以提
供 528 個機關學校使用來計算，共可減省 1076 台主機，一年可節省 1,885,152 度
電，減碳 1010.44 公噸。 

  綜上，「公文線上簽核減紙減碳」與「減少伺服主機數量」共可減少 1069.51 公
噸碳排放量，執行成效可說十分良好，既可節省市府費用，又能達到節能減碳目標。
以臺中市政府來說，自公文系統上線以來，每一年在線上簽核統計比率上皆有顯著的
成長。截至 103 年 8 月底總計 74.01%的公文線上簽核比率來看，更超越檔案管理局
所規範之 105 年之目標值。未來仍將持續推動提昇各級機關之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
標，以落實市府低碳城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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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 RFID 

  RFID 是英文「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的縮寫，中文名稱叫做「無線
射頻辨識」。是由讀取器(Reader)、天線(Antenna)、標籤(Tag)及應用系統等四部分
組成(圖一)，其運作的原理是利用讀取器透過天線發射無線電波，觸動感應範圍內的
RFID 標籤，藉由電磁感應產生電流，供應 RFID 標籤上的晶片運作並發出電磁波回應
讀取器。 

  以驅動能量來源區別 RFID 標籤可分為主動式及被動式兩種：被動式的標籤本身
沒有電池的裝置，所需電流全靠讀取器的無線電波電磁感應產生，所以只有在接收到
讀取器發出的訊號才會被動的回應讀取器；而主動式的標籤內置有電池，可以主動傳
送訊號供讀取器讀取，訊號傳送範圍也相對的比被動式廣。 

  RFID 技術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已經發展出來，但直到近幾年才真正開始
應用的原因，起因於 2005 年全球百貨零售業龍頭沃爾瑪(Wal-Mart)宣布，要求旗下
前一百大供應商採用 RFID 系統，以方便管理貨品進出，頓時更讓這個小小的晶片瞬
間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日之星。 

  而近幾年 RFID 產品更早已存在你我的日常生活環境中，舉凡出門搭乘捷運會用
到的悠遊卡，開車上高速公路不用停下車來繳回數票所使用的 eTag，心愛的寵物身
上植入的寵物晶片，只要一掃描，就可以查出飼主的名字和晶片植入的地點，商店或
圖書館內的防盜晶片，回到家裡開啟大門門禁所用的門禁晶片卡等等，這些都是
RFID 的實際應用。 

 

 

 

 

 

二、RFID與傳統條碼的比較 

  許多產品都需要依靠產品條碼來辨別產品身份。但是傳統條碼只能記載產品簡單
資訊，例如生產商和產品名稱，並且需透過紅外線接觸掃瞄才能讀取數據。因傳統條
碼是只能讀取、需要對準標的、一次只能讀一個標籤且容易破損；而 RFID 擁有可重
複讀寫、使用時不需對準標的、可同時讀取多個標籤、對環境有較高忍受能力，可不
需人力介入操作等特性下(參考下表)，可預期隨著 RFID 技術的持續發展將逐漸取代傳
統條碼的辨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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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器(Reader)  天線(Antenna)  標籤(Tag)  應用系統  

圖一、RFID基本組成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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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與RFID之功能比較(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整理) 

功能 條碼 RFID 

讀取數量 條碼讀取時只能一次一個 可同時讀取多個RFID標籤資料 

遠距讀取 讀條碼時需要光線 RFID標籤不需光線就可以讀取或更新 

資料容量 儲存資料的容量小 儲存資料的容量大 

讀寫功力 條碼資料不可更新 電子資料可以反覆被覆寫(R/W) 

讀取方便性 條碼讀取時需要可看見或清

楚 

智慧型標籤可以很薄且如隱藏在包裝

內仍然可讀取資料 

資料正確性 條碼需要考人工讀取，所以

有人為疏失的可能性 

RFID標籤可傳遞資料作為貨品追蹤與

保全 

堅固性 當條碼污穢或損壞將無法讀

取，即無耐久性 

RFID標籤在嚴酷、惡劣與骯髒的環境

下仍然可讀取資料 

高速讀取 移動中讀取有所限制 可以進行高速移動讀取 

三、RFID的應用 

RFID 的應用已跨越多項領域，其應用範圍十分廣
泛包含如下： 

(一) 門禁管制：人員出入門禁監控、管制及上下班人
事管理。 

(二) 聯合票證：聯合多種用途的智能型儲值卡、紅利
積點卡。 

(三) 醫療應用：醫院的病歷系統、危險或管制之生化
物品管理。 

(四) 防盜應用：超市的防盜、圖書館或書店的防盜管
理。 

(五) 自動控制：汽車、家電、電子業之組裝生產。 

(六) 物料處理：工廠的物料清點、物料控制系統。 

(七) 交通運輸：高速公路的收費系統。 

(八) 貨物管理：航空運輸的行李識別，存貨、物流運
輸管理。 

(九) 動物監控：畜牧動物管理、寵物識別、野生動物
生態的追蹤。 

(十) 回收資產：棧板、貨櫃、台車、籠車等可回收容
器管理。 

(十一)廢物處理：垃圾回收處理、廢棄物管控系統。 

RFID應用於門禁管理  

RFID應用於高速公路里程收費   

RFID應用於票證技術    

RFID應用於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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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RFID 所面臨的問題 

(一) 隱私權問題：由於 RFID 技術可以不需接觸就讀取到該物品的相關資訊，其應
用領域仍有待詳加規範。 

(二) 失業問題：企業採用射頻識別系統後，將接手原來由人工完成的工作並進一步
取代人工操作，其衍生而來的問題，若企業無相關配套措施將會是許多勞工面
臨失去工作的危機。 

(三) RFID 對人體安全的疑慮：就如同電信基地台，必定有人會疑慮 RFID 電磁波是
否對人體有害呢?因 RFID 電磁波是屬於能量較低的「非游離性輻射」，亦即它
們都無法破壞人體內各種分子與離子的連結，無法造成細胞和組織的氧化，因
此不管工作時間長短如何，均不會產生長期累積的效果，也就是說不太可能使
人有致癌機會。 

五、總結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雖然 RFID 帶來了許多的管理方便性其應用領域相當
廣泛並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在生活中已是個不可或缺的技術，但 RFID 亦 並非十全十
美，在 RFID 發展中仍有許多瓶頸及問題須克服，包括前述的「隱私權問題」、「失
業問題」及「安全議題」等，也唯有將這些瓶頸一一克服，RFID 的發展才能無可限
量。 

  參考資料：  

1.2004 年 7 月號《遠見雜誌》第 217 期： RFID 引爆生活超感應革命 

2.iTthome 電腦報：第一次導入 RFID 就上手 

3.工研院經資中心 

4.維基百科等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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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何來由？ 

臺中市政府近年來積極打造大宅門特區（以下簡稱園區），其所涵蓋的開發願景
包括「低碳生活」、「智慧生活」與「環境共生」，本篇以關注「智慧生活」為主
軸。何謂「智慧，維基百科狹義的定義是：高等生物所具有的基於神經器官（物質基
礎）一種高級的綜合能力，包含有：感知、知識、記憶、理解、聯想、情感、邏輯、
辨別、計算、分析、判斷、文化、中庸、包容、決定等多種能力。智慧讓人可以深刻
地理解人、事、物、社會、宇宙、現狀、過去、將來，擁有思考、分析、探求真理的
能力。 

智慧既然是高等生物所獨有，那如何藉助現代科技實現類似的智慧，或許可以從
比爾蓋玆倡議的數位神經系統（Digital Nervous System）觀念中獲得答案－利用電
腦軟體，結合網路快速傳遞資訊而形成的智慧型網路。配合整合性電腦軟體，將企業
內部基本運作、客戶互動、商業反應與策略性思考等知識結合，提供決策者作出正確
的決定，更讓企業在發生危機狀況時，能夠以最快時間做最正確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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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打造智慧的園區，首要之務是以光纖網路與無線通訊打造無所不在的感測網
路服務，完備的感測網路如同高等生物的周圍神經系統，能感知環境的變化，並藉由
類似大腦的電腦軟體（如 AI、雲端運算、巨量分析）分析，最後再透過神經（網路）
做出適當的反應。如同動物一般，在大自然弱肉強食的環境下，能越快速感知環境的
變化（如掠食者的蹤跡），生命才得以延續，所以園區的網路佈建愈密集、通訊愈發
達、涵蓋的感應器愈多，那麼園區就像智慧的生命體愈能感知環境並產生互動，讓生
活在園區的民眾迅速的獲得環境訊息，在發生災難時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好反應。 

二、物聯網下的感測網路 

要完備感測網路，就要參考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IOT)的架構：應用
層、網路層級感知層。網路層方面分為有線跟無線網路協定，有線網路以乙太網
（Ethernet）＋ TCP/IP 為主流協定，在 IPv6 的加持下，有日益成為物聯網的標準之
一，在線材方面，以具備輕盈、快速特
性的光纖為主流，有全面取代銅線作為
中、長距離網路線材的趨勢。無線網路
方面則百家爭鳴，像是 WiFi、
Bluetooth、ZigBee、RFID、NFC 等耳
熟能詳的標準協定皆已廣泛地應用日常
生活當中，因為這些協定的距離、傳輸
速度及能源耗損的限制有所不同，所以
到現在還沒有任一協定成為主流，但可
以注目的是 IEEE 802.15.6「人體區域網
路標準」（應用在生理感測晶片如血
壓、血糖、心跳等感測器）這種低耗能
卻更強韌的綠色無線網路協定，也許有
一天會帶動新一波潮流。 

 

有了物聯網網路層後還要搭配感知層中的感測器(Sensor)，傳統 Sensor 後端接
有線電路採 RS232/RS485/RS422 通訊標準，必需透過電腦設備分析或轉成主流的
TCP/IP 訊號來蒐集資訊，其缺點是需要大量的布線，需定期維護，並得克服如高溫危
險區域架設線路的困難。除了需要大量資料傳輸的影像感測器接有線電(網)路外，大
部分的 Sensors 走無線網路協定會是比較經濟的選擇。現今由於微機電系統和奈米科
技的進步，感測器體積不斷縮小，各式微感測器的元件結合無線傳輸通訊網路，大量
散布在環境中，組成無線感測網路。 

目前無線感測網路平台以 ZigBee 為主要的無線通訊協定。ZigBee 針對無線感測
網路需求，制定低消耗功率、低速率（250Kbs）、短距離（50∼100m）、網路架構
簡單的通訊協定，並可支援星形、網形、樹形等網路拓樸。近年來由於 WiFi AP
(Access Point)的普及，愈來愈多的 3C 產品支援 WiFi，讓可以上網似乎變成智慧家
電的必要功能。在無線網路世界中，沒有一種「萬能」的解決方案，各種無線網路可
以很好的共存，如感測器可以接電源線可採耗電較高但頻寬較大的 WiFi 協定，否則
可改採減少電池耗電的 ZigBee，若需要長距離傳輸的則可以採 3G 或 4G（仍屬高耗
電協定），以上無線網路協定都可結合 IPv6，實現物聯網殺手級的應用，想像電器、
桌子、牆壁、車內及公共場所都無所不在的觸控螢幕、Sensor 都可上網時，蒐集或
傳遞資訊時會是多麼容易。 

 

各無線協定的功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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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繁不及備載的 Sensor 種類 

再來談種類繁多的 Sensor，最便宜如溫溼度計，大量布建將可以反應微氣候，
並適當地透過設備（如空調、除濕機、噴霧器、擋光板等）調控讓人體感到舒適，昂
貴的設備則須規劃重點監控，如一些能探測有無疾病的生物感測器等。若從人體的五
感來談種類，則有相對於人類的視覺的光感測器（光導電元件、紅外線影像感測
器）；聽覺的麥克風；觸覺的震動、溫溼度、壓力感測器；味覺的氣體、氧化物、懸
浮粒子感測器；嗅覺的生物感測器，除此之外人體還有痛感、平衡感、動感、加速
感，相對的感應器如警報器、陀螺儀、運動偵測器、三軸加速度計（常見於電玩遊樂
器的搖桿）可對應，而人體最重要感覺－知覺（或自我意識），則透過電腦系統來測
得，或許有一天電腦系統強大到擁有自我意識也說不一定。 

為了讓民眾體驗園區的智慧生活，藉由園區的各種感應器取得資訊，並將適當的
訊息推播給民眾，將大幅增加民眾的感知能力，另外像是人體不具備的感知能力如：
震動感測器（預測地震到來）、風力感測器、電磁場感測器、音波感測器（常用於倒
車雷達）、氣壓感測器、偏振光感測器、輻射感測器、紫外線感測器、紅外線人體感
測器（常見於自動燈控）、CO、CO2 感測器、音量感測器（防噪音），如能將這些
人體察覺不到的感測資訊適當地推播到民眾手機上，那民眾將有如化身為超人一般(實
現中二病註１的夢想:D)，成為更有智慧的行動者。此外像是保全門禁、智慧電表（計算
各種電器耗電）、水位計、雨量計及辨識技術（透過 RFID 或 QR code 等）等，皆是
能讓民眾更智慧生活的感測器。 

利用各種感測器所設計的智慧大樓自動系統可說不枚勝舉，諸如：自動調光、自
動外氣控制 (CO2, CO)、連動式空調控制、追日式太陽能板、可變風量空調控制、風
渦輪發電、陽光感應自動化遮陽簾、陽光、風速、雨水感應自動化捲窗系統、風速感
應捲窗系統、中央集塵系統、無線溫濕感測自動開關氣窗，以上都是國內應用成熟的
智慧技術，像國外還有如：可控制室內晝光的無線感測器、煙霧式氣囊遮陽系統、可
追日遮陽板、可旋轉式塔樓(使陽光與陰影對冷暖房影響)、地中管的熱交換、可進行
熱回收的通風方式、雨水回收自動過濾與再利用、垃圾及廁所汙物透過乾式無臭化合
物分解，以上他山之石可供作參考。  

四、結語 

園區有了完善的感測網路後，仍是屬於硬體基礎設施，要跟軟體系統相輔相成才
能達到最大的效益，並透過園區內外各式系統蒐集來的資訊作大數據分析作更深入的
關聯探討。在臺中市政府持之以恆的努力下，相信過幾年大宅門特區的智慧生活再也
不只是願景，而是你我之間認為理所當然、必要的生活條件而已呢！ 

 

  參考資料來源： 

1、維基百科(時間 2014 年 8 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 

2、潘貞君、林致廷、吳文中、郭茂坤，2010。〈無線感測器網路平台及應用〉。《科學
發展》447 期： 16-21。 

3、陳嘉懿，2013。〈開放式物聯網架構下的智慧綠建築設計樣式〉。《桃園創新學報》
33 期。 

註解: 

 

1.中二病（又稱初二症或廚二

病）是日本的俗語，比喻青春期

少年過於自以為是的特別言行，

青春期特有的思想、行動、價值

觀的總稱。雖然稱為「病」，但

和醫學上的「疾病」沒有任何關

係。逐漸成形的價值觀與尚未脫

離的幼稚想法互相混雜，導致成

長過程中發生一種類似「熱病」

的精神狀態，比喻為一種「症

狀」。「發病」時期其精神狀態

與思維方式仍然停留在國中（初

中）2年級前後（也就是進入叛

逆期的平均值），故稱為「中二

病」。 通常用來形容在日常生

活中被認為二次元的行為，例如

模仿小說、漫畫、動畫中的虛構

角色；甚至自行塑造角色。通常

不會混淆現實世界和幻想世界 

。（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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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99 年 12 月 25 日臺中市升格直轄市後，為有效宣傳升格的大臺中市，拓展其國
際能見度，也為了瞭解升格後大臺中未來智慧城市規劃的方向，我們選擇參加智慧城
市論壇（ICF）註 2 的評比，很幸運的臺中市於前(2012)年第一次參加，就入選全球七
大智慧城市(TOP 7)，也是當年度亞洲唯一進入 TOP 7 獎項的城市。去年，臺中市第
二次參加，就獲得全球智慧城市首獎，是歷年獲獎城市中最年輕的城市。 

  雖然，我們藉由 ICF 評選過程中盤點臺中市的智慧建設，瞭解了臺中市智慧城市
發展的必要基礎建設-寬頻網路建設，在產、官、學、研合作下，已於轄內建構人口
涵蓋比例高達 99%的完善異質多網的寬頻網路；透過電子城牆建置提升城市安全；公
車動態系統利用多卡合一結合行動應用所創造的八公里幸福；透過公、私部門的夥伴
關係為精密機械產業量身打造具有智慧資產、供應鏈資料交換與共享的「工程資料銀
行服務」；瞭解了臺中地區的知識人力每年可由 17 所大專院校，13 所育成中心，培
育約 4 萬 4,000 個各領域的高學歷專才；以及為縮短城鄉差距由經濟部工業局透過工
業技術研究院執行「智慧生活應用推動計畫」資源整合，成立「雲端圖書館」讓行動
閱讀車深入偏鄉小學，及本市文化局於偏鄉學區所推動行動圖書館的圖書巡迴車，與
自民國 97 年起辦理「推動民眾上網計畫」，供弱勢族群適當的資源協助，創造公平
數位機會，分享優質網路社會的效益…等作為，但這些智慧建設成果，在臺中市獲得
首獎後如何延續，甚至更進一步提供更好更創新的服務，亦即臺中的下一步應如何？
也成了臺中市未來市政建設之重要課題。 

  這個問題，在我們經過了一年半的努力後，亦大致有了清楚的輪廓，智慧臺中的
Next!到底是什麼呢？ 

二、從特區到城區：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近年來以資通訊科技來解決或處理因人口過度聚集都
市所衍生的問題日益增多，亦造就了智慧城市建設的脚步，因而智慧城市要解決的問
題不僅廣且複雜，這不僅是政府單方面可以做好的事，它更需要社會各界的投入才有
綜效。換言之，對一個地方政府而言，在有限及緊縮的預算下，要如何面對龐雜的智
慧城市建設需求亦日趨嚴峻。對於這個問題，臺中市未來智慧城市的規劃將從｢大宅
門特區｣(水湳經貿園區)註 3 著手。 

  大宅門特區是一個以「智慧生活」、「低碳生
活」、「環境共生」為開發願景，面積合計約 254 公
頃，以大範圍的綠色開放空間配置在中央，形成一座大
型、蜿蜒全區、貫穿南北的清翠園。清翠園周邊分別規
劃四個機能分區，包括北側國際經貿園區、西側生態住
宅社區、東側文化商業區及南側創新研究園區。這個特
區將是臺中市第一個於規劃初期即將資通訊科技概念融
入園區設計的園區，園區除了規劃以先進資通訊科技建
構的應用服務外，也期與企業及民眾進行「合作」、
「互動」及「新思維」的模式，而達到「智慧生活」的
實現。它將會是一個國際級智慧生活園區，也是落實大
臺中智慧城市發展指標性建設，對於打造臺中市成為一
個智慧、低碳城市的目標，有著前導與推進的作用。 

   至於｢智慧城區｣則是延續大宅門特區規劃而來，由
於資通訊服務已朝向資訊整合共享之雲端服務發展，因此，未來大宅門特區在成功地
建構為「智慧園區」後，對於未來臺中市智慧城市發展將可從二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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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簡稱

ICF），是設立於美國紐約的國

際組織，創立於1985年，是國

際智慧城市評比機構中，歷史較

悠久的團體，其每年辦理全球智

慧城市評比，都分三階段進行︰ 

一、從全球報名的城市約4百多

個城市選出Smart21(全球21大

智慧城市獎) 

二、從Smart21，選出Top7(全

球7大智慧城市獎) 

三、最後從Top7，選出年度首

獎(Top1,Intelligent 

Community of the Year) 

 

3.本府於96年委託美國普林斯頓

大學建築學院院長Stan Allen所

領導的團隊辦理水湳機場原址地

區整體規劃，該團隊認 為此案

若做得好，大臺中發展將無可限

量，主動為這個園區取了一個名

字「Gateway Project」，意指

「門戶走向未來」，也有西部開

拓的意涵。原本水湳機場以「水

湳經貿生態園區」為名，但與園

區內部之「經貿專用區」容易混

淆，因此另外取一個豪氣干雲的

名字「大宅門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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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經驗擴展至其他區域，進而與各個區域之間適當連結，如此，大臺中未來將
會以大宅門特區為中心，由「點」擴展成「線」，進而構成星狀式或網狀式
「智慧廊帶」，再不斷擴大服務範圍，最後涵蓋整個大臺中，落實「智慧城
市」整體建設。 

(二)有了這樣概念和方向，在逐步地推展過程中，同時將會帶動了如：資通訊科技
服務、交通運輸服務、能源管理服務、環境品質服務、醫療照護服務、教育托
育服務、居家安全服務及商業行銷服務…等等相關產業的新契機，進一步還能
夠加快產業升級和企業轉型發展，為企業發掘新增長點和轉型提供新的思維，
促使政府、企業及民眾三方多贏而共利。 

  是以，大宅門特區這一個智慧園區可以提供無所不在的服務，使民眾能即時地掌
握到最新資訊時，將實現了智慧園區的目標，並將帶動大臺中智慧升級。 

三、策略與方法： 

  『智慧城市』是從 IT 的角度來解決人口逐漸聚集都市所
演生的問題，它並非終點，而是旅程的起點，是一個長期且
持續的城市發展建設，因而，未來大臺中之智慧建設發展策
略及方法將從以下幾個面向著手： 

(一)制度面：組織跨域整合推動機制 

1. 成立大宅門智慧推動小組。 

2. 建立 e 化園區營運管理與跨部協同運作機制。 

3. 推動產、官、學、研跨域發展智慧產業。 

(二)基礎面：建構基礎資通訊服務 

1. 完善網路通信基礎設施。 

2. 雲端資訊服務基礎設施。 

3. 無所不在的感測網路服務。 

4. 建置 IOC(Intelligent Operations Center)。 

(三)應用面：完善資訊服務加值應用 

1. 以服務導向架構為基礎的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機
制。 

2. 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 

3. 園區營運趨勢預測與分析。 

4. 擴展大宅門特區建置成果提昇大臺中城市競力。 

肆、結論： 

   資通訊科技不是萬能，但沒有它智慧城市將是空談。「智慧城市」的議題並非炒
作，而是對運用成熟科技與思考眼前社會問題的一種自然演化過程的簡稱，是人類與
進化的過程中必然遭遇的問題，換言之，面對智慧城市發展熱潮，智慧城市將是有機
體，我們除了應該考量「我們的城市需要做什麼？」外，也要衡量城市現況和其試圖
發展方向，並思考如何能充分利用當時所有最好的技術來解決城市問題並持續改進，
如此才能讓市民享有幸福感，智慧城市的目標才能達成。 

臺中市雖能夠獲得國際組織的認定獲頒全球智慧城市首獎之殊榮，然而，智慧城市的
發展是沒有止境的，不能放鬆的，仍需持續結合各項科技、服務創新與本市的特色，
加強產、官、學、研等各界緊密合作，才能建構智慧城市永續發展環境，創造工作機
會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城市文化，最後，期待以大宅門特區的理念進而將智慧城區概
念推展至全市，能讓市民永享低碳、無憂、幸福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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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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8
月底，已完成全部 6 個梯次共計 32
個機關網站上線作業囉，感謝配合
參與本(103)年度導入作業的機關網
管人員，未來本中心也會持續蒐集
各機關提出之意見，並研擬可行性
後排程施作，期能讓本服務平台提
供各完善的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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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1. 一級機關：秘書處、政風處、原住
民事務委員會、民政局、社會局、
環境保護局。 

2. 二級機關：孔廟忠烈祠聯合管理
所、資訊中心、車輛行車事故鑑定
委員會、公共運輸處、家暴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勞動檢查處。 

3. 戶政事務所：南區戶政、北屯區戶
政、大甲區戶政、大雅區戶政、后
里區戶政、烏日區戶政、新社區戶
政、霧峰區戶政。 

4. 地政事務所：大甲地政、清水地
政。 

5. 區公所：西區區公所、北屯區公
所、大安區公所、太平區公所、和
平區公所、梧棲區公所、龍井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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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抽測二級機關及區
公所共計 47 個機關，於 7 月 8 日至
9 日發送測試信件，其中當日回復者
共 36 個機關(佔 76.60%)、隔 1 日回
復者共 10 個機關(佔 21.28%)、隔 2
日回復者共 1 個機關(佔 2.13%)，無
超過期限未回復之機關，相較於
103 年 5 月檢測結果，當日及隔日

內回復率下降，且有 1 個機關為隔 2 日回復但無超過期限未回
復之機關。 

※ 本中心為汲取「新一代機房建置」及資訊業務推動相關經驗、
理念及借鏡參考，增進資訊資源之策略運用，爰於 103 年 8 月
13 日由黃副主任惠敏帶領 7 名相關同仁，參訪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與交通部公路總局，本次參訪與會同仁皆獲益良多。 

 

 

 

 

 

 

 

※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
處與臺中市政府經發局 9
月 4 日於臺灣大道市政大
樓舉辦「臺中軟體園區-打
造電子商務智慧城」論
壇 ，本府資訊中心張主任
忠吉獲邀分享本府經驗，
以「智慧園區規劃理念及
準則 」為主題進行經驗分
享。 

※ 臺中市政府於 2014
年 8 月 26 日於本府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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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在產官學研踴躍
參與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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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PS(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輔助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一種在
一定輔助配合下進行 GPS 定
位的運行方式。它可以利用手
機基站的信號，配合傳統
GPS 衛星信號，讓定位的速度
更快。在 AGPS 網路中，接收
器可通過與輔助伺服器的通信
而獲得定位輔助，使用 AGPS
定位方式，定位的計算任務都
由輔助定位伺服器完成。(楊
傑策提供) 

※ 正射影像(orthophoto)：是
一種經過幾何糾正的航照像
片，與沒有糾正過的航照像片
不同的是，人們可以使用正射
影像量測實際距離，因為它是
通過像片糾正後得到的地球表
面的真實描述。同傳統的地形
圖相比，正射影像或正射影像
圖具有資訊量多、形象直觀、
易於判讀等諸多優點，因而常
被應用到地理資訊系統(GIS)
中。 

※ 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廣義是指用間接
的手段來獲取目標狀態資訊的
方法，但一般多指從人造衛星
或飛機對地面觀測，通過電磁
波（包括光波）的傳播與接
收，感知目標的某些特性並加
以進行分析的技術。 

※ 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簡稱
DTM）：是以ＸＹＺ座標格式
來描述地表位置之數值資料，
與傳統地圖上的等高線都是用
來展現地形的高低起伏﹔雖然
等高線使用方便，但僅限用於
平面的展示，而 DTM 則不
然，它可在 GIS 系統中被靈活
地運用，如作成 3D 立體模
型、飛行模擬、景觀模擬以及
彩色地形圖等，另如將 3D 立

體模型結合彩色地形圖，即可在電腦中複製出一個接近真實世界的地
形面貌出來。(以上趙僩提供) 

※ MapReduce ：是雲端運算的關鍵技術，最早是由 Google 提
出，後來也運用在開源的雲端技術 Hadoop 中。開發人員先分析問
題的拆解流程，找出可以利用平行運算來處理資料的部分，也就是能
被切成小段分開來處理的資料，寫成 Map 程式後，就可以使用大量
機器執行 Map 程式，分別同步處理分析每一段資料，再將每一個 
Map 程式分析出來的結果，透過 Reduce 程式進行合併，最後則彙
整出完整的結果。MapReduce 的運作方式很像選舉開票，只要大家
遵守固定的開票程序，那由誰來開票其實都沒有影響。各投票所的開
票任務就像是 Map 程式，負責處理少量資料，而 Reduce 程式就是
中選會彙整投票結果的動作。其精神類似 divide and conquer(分而
化之各個擊破)演算法。(陳凱提供) 

資料管理方案介紹                      王上通

  資料管理的問題存有：資訊產生前的中間過程資料有不同
版本的保存、資料安全性、集中儲放資料。針對以上問題介紹
幾個免費軟體： 

  版本控制的軟體如 Subversion 可供多人使用、
TortoiseSVN 可不用架伺服器當作單機版使用 ，以上採集中式
將資料放在同一個地方，如採分散式軟體（如 Git） ，可支援不
同地理位置的分散式組織，將資料存放在每個人的電腦或多部
伺服器中。 

 

  將資料加密可確保安全性，壓縮軟體（如 7-zip）不但節省
空間也常用來加密，即使是資料夾也沒有問題。而開放源碼的
加密工具（如 TrueCrypt ），則以公認演算法及公佈源碼確保
安全性。  

 

  過去使用隨身碟備份資料，但辦公
室場所因資安考量而禁用，使用者轉而
使用雲端硬碟，其差異性備份技術，
讓網路流量達到最小 。幾個常見的服
務如： DropBox 、GoogleDrive、
Microsoft OneDrive 。 

 

 

  適當地使用免費的軟體及規劃適
當的簡易流程，即可大幅提升資料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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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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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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網路科職務代理人 – 劉展谷  

    很高興可以加入資訊中心這個大家
庭，還記得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長科資訊
公司，開啟我接觸公部門所謂的公文系統，
瞭解公文的旅程〈從收發文到檔管〉，緊接
著到了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會計室當任職代，
在長官與同事的帶領下，學習到許多業務都
需要經費，所以必需經過會計單位，例如購
買設備或是每個人的薪資等。現在到資訊中
心所面臨的業務，是新的環境也是之前較少
接觸的領域，但我希望自己能多嘗試不同的
領域，使自己的學習能更多更廣，也期望自
己可以完成被付予的使命與任務，努力朝著
專業的目標前進，並且能有所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