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臺中市於 101（2012）年第一次參加智慧城市論壇（ICF）的評比，第一年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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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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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已獲得國際組織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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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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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提供幸福的智慧生活。 

  藉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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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
劃，不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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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使大宅門特區朝著智慧園區的目標與方向
邁進，透過資通訊科技融入園區設計概念，期將整個園區建立成為一智慧生活區。 

     未來成功地建構大宅門特區為指標性「智慧園區」後，將經驗擴展至其他區域，
進而與各個區域之間適當連結，將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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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與推動方案 

(一) 實施策略 

  大宅門特區智慧建設發展策略分為短、中、長三期(圖 1)，從資通訊基礎
設施建置、感測網路建置、資訊應用服務的發展到智慧化的預測、分析與管
理，逐步實現大宅門特區智慧生活園區典範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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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大宅門特區智慧建設短中長期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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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期策略 

  在短期的策略中以資通訊基礎設施、雲端服務與感測網路服務為主，包括
園區內須建置完整的高頻寬光纖網路與建置新一代的無線寬頻通訊網路環境，
是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再而推動雲端服務與網際網路資料中心，做為後續各項
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發展的基礎，同時需建置高效能的巨量資料存取與分析機
制，提供各種不同智慧化應用使用。感測網路部分，在短期內必須先將環境、
交通、公共安全與共同管道等幾個重要感測網路建置完成，並將各項資料儲存
雲端服務中，做為後續幾個資訊應用服務發展的重要基礎。 

2. 中期策略 

  在中期是以資訊整合、發展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與園區營運管理為重點，
包括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服務，讓各種不同資訊系統與各場館資訊都能以共同的
標準來進行資料互操作，並整合外部相關資訊系統。另一個重點在於不同智慧
化資訊應用服務的發展，包括空間資訊、交通、能源管理、公共安全、環境
等。在園區營運管理方面，必須先整合園區內各項感測器、各場館與各應用服
務所提供的資料，建置大宅門特區智慧營運中心，透過智慧營運中心能一覽園
區即時狀態，包括溫度、雨量、交通狀況、各場館人數、停車位數量等等，都
能透過一個共同的儀表板來展示。以此為基礎，便能建構起園區的營運管理平
台，將整個園區的管理業務以資訊系統進行整合，將不同局處業務的管理協調
工作，透過 e 化的流程處理，所以管理人員都能有共同的視圖，能即時應對與
處理。另一方面，需要發展園區對民眾的服務平台，能提供最即時與正確的資
訊，並運用民眾的通報資料，能即時處理各種狀況。 

3. 長期策略 

  在長期來看，當各資訊應用服務的發展都趨於成熟後，且長期蒐集資料
後，便可以開始運用巨量資料分析。例如，從歷史的交通資料能做為交通流量
預測模型的基礎資料，以此方式能逐步調整與修正交通流量預測的準確性，以
巨量資料的分析能力，能更即時產生出有用的資料，來補助決策分析。另以影
像為例，大宅門特區未來的 CCD 數量初估會有數百支，透過巨量的影像分析
技術，在犯罪預防與偵查等工作都能提供相當重要的資料。巨量資料分析的應
用，是在為後續園區營運決策支援服務做準備，以巨量資料分析應用為基礎，
便能發展出各種不同領域的決策支援系統，以雲端運算平台為基礎結合資料分
析模式，能以較科學的方式輔助園區在營運管理上的決策分析。最後，整個大
宅門特區發展的實務經驗與成果，必須逐步擴展至整個大臺中地區，使所有市
民都有享用到智慧化的服務，能幫助大臺中解決更多因為都市化所衍伸的問
題，實現城市的永續發展。 

(二) 推動方案 

  大宅門特區資訊系統之規劃以「系統中的系統」為架構進行，所有的資訊
系統都將建構在共同的資訊基礎設施之上，每個系統能各司其職，並共享共用
資料與資訊服務，在行政管理層面能提昇效率，達成智慧化管理，提供民眾更
便利的服務，讓生活更美好，對環境來說，透過資訊系統的管理，能達到低碳
與環境共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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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資訊系統推動方案  

短期  

實施策略 推動方案 

完善網路通信基礎設施  園區內完整的高頻寬光纖網路 

新一代無線寬頻通訊網路覆蓋環境 

雲端資訊服務基礎設施 先進雲端服務基礎設施與網際網路

資料中心 

無所不在的感測網路服務  環境監測服務 

交通監控服務 

公共安全監測服務 

共同管道監測服務 

中期  

實施策略 推動方案 

e化園區營運管理與跨部協同運作  園區動態即時資料整合服務 

園區營運整合管理平台 

園區民眾服務平台 

以服務導向架構為基礎的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機制  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服務 

整合各場館智慧建築系統 

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  空間資訊應用服務 

交通應用服務 

能源管理服務 

公共安全應用服務 

環境應用服務 

長期  

實施策略 推動方案 

巨量資料分析加值應用 園區營運趨勢預測與分析  

園區營運決策支援服務 

擴展大宅門特區建置成果提昇大臺中城市競力 擴展各項資訊應用服務至大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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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期推動方案 

(1) 園區內完整的高頻寬光纖網路 

將分兩階段執行，第一階段將以園區各公有場館間的連結為主，未來大
宅門特區的智慧營運中心將整合園區內各公有場館間的智慧建築資訊，包括建
物的能源、室內外環境、保安、車輛與營運等資料都能以園區內部的光纖網路
傳送，同時可做為備份與備援的管道。第二階段將布建全區光纖網路，讓所有
資料與訊號都能有穩定且寬頻的傳輸網絡。 

(2) 新一代無線寬頻通訊網路覆蓋環境 

為使一般民眾都能隨時享用到大宅門特區所建置的資訊應用服務，本府
可與民間電信業者共同合作建置 Wi-Fi 熱點，提供免費或付費的無線上網服
務；另一方面，可協助民間電信業者於園區內布建行動通訊網路(3G、4G)，
屆時，將視利於本府之合作方式提出建置計畫，俾在園區內不論室內或室外都
能有穩定及高速的網路服務可以使用。 

(3) 先進雲端服務基礎設施與網際網路資料中心 

將建置於大宅門特區的智慧營運中心（Intelligent Operating Center，
IOC），在第一階段必須先完成雲端資訊機房的建置，第二階段建置雲端服務
基礎設施。機房的建置包含主機與各項的機房維生設備，初期因為資訊系統的
用量並不大，所以機房內的電腦主機的數量必須每年依實際需求進行調整與擴
充。 

巨量資料服務建置計畫是以雲端服務基礎設施為基礎，建置巨量資料的
儲存與分析機制，其必須提供巨量資料分析服務 API，充分運用分散式運算技
術(如: Map Reduce)、NoSQL 資料庫等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未來各個資訊應
用服務都能透過 API 來使用巨量資料的分析服務。 

(4) 環境監測服務 

環境監測服務為基礎感測網路服務，環境監測項目應包含空氣、天氣與
土壤…等等，空氣部分應包含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與懸浮微粒等，天氣
部分需包括雨量、濕度、氣溫、風速、太陽輻射量、紫外線等，土壤部分包含
土壤含水監測。各項環境監測數據需整合至環境監測系統中進行整合管理與應
用，並提供資料共享服務，讓大宅門特區內其他資訊系統或場館能取得即時監
測資料，並進行後續加值應用與資料分析。 

(5) 交通監控服務 

大宅門特區未來將設置泊嵐匯國際會展中心與交通轉運站等場館，另有
臺灣塔與城市文化館等觀光亮點，交通資訊的提供與疏導勢在必行，所以交通
監控服務應提供包括號誌控制、車輛偵測、車牌辨識、路口監視、停車監控等
服務。以提供民眾便利的交通資訊應用服務，同時提供管理者決策支援服務，
在面臨重大活動與緊急事件時能有效因應。 

(6) 公共安全監測服務 

公共安全包括保全、防災與緊急應變等領域，目的在於提供大宅門特區
一個安全與舒適的生活空間。大宅門特區內需建置完整的保全服務系統，並整
合警察局路口監視器與大宅門特區各場館監視系統，進行即時監控，以利保全
人員掌握即時現況。另一方面在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的預防、減災與復原方
面，必須建置完善的防災資訊系統進行災害監測與災害潛勢分析，並透過完善
的緊急應變機制，當災害來臨時能夠提供足夠的情資與進行災前整備、災中救
援與災後復原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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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同管道監測服務 

大宅門特區內建置了完善的共同管道系統，共同管道內整合了包括電
力、電信、網路、有線電視等重要管線。必須有一套完善的系統進行整合監控
與管理。共同管道監測應能確保管道內各項管線之安全，在環境方面應佈設氣
體、溫濕度、火警等感測器，在出入管制方面，應建置防盜系統，嚴格實行進
出入管理作業。 

2. 中期推動方案 

(1) 園區動態即時資料整合服務 

園區動態即時資料整合系統以感測網路所獲得的資訊透過視覺化的介面
提供民眾與管理者使用，建置大宅門特區儀表版(Dashboard)達到園區動態即
時監控的目的，透過一個共同的介面讓所有人可以同時了解整個園區的即時現
況，彙集園區內各個領域的營運指標資料，針對不同的角色可以進行不同的配
置與檢視觀點。 

(2) 園區營運整合管理平台 

營運管理的發展強調多個單位的協同運作，必須有一個可即時溝通與通
訊的平台，且能協同與分配工作。對於各項事件的回應與處理須有標準化的工
作流程，可共同檢視事件的細節、關聯分析、自動通報、指派任務與回報處理
情形等。目的在於提昇園區公共服務的品質，快速回應各項需求，使業務單位
在處理任何問題時都能以共同且透明的資訊為基礎來做決策。 

(3) 園區民眾服務平台 

園區智慧資訊服務系統，更進一步能結合行動裝置、RFID 與 QRCode
等，除被動的查詢外，能主動提供資訊予不同需求的使用者。是大宅門特區所
有資訊應用服務對民眾服務門戶，民眾在此系統中能獲得大宅門特區的場館、
活動、環境、交通、緊急事件等訊息，並能主動提供使用者感興趣的事件與政
令的發布。 

(4) 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服務 

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服務是負責整個大宅門特區資訊系統的資訊交流平
台，透過此平台能讓各個資訊應用服務能共享彼此的服務與資源，使各個服務
各司其職，避免重工與資源浪費。 

(5) 整合各場館智慧建築系統 

大宅門特區內包含了生態住宅區、文化商業區、創新研究園區與幾個重
要公共場館如：臺灣塔、電影館、國際會展中心、城市文化館、轉運站等，佔
整個園區非常大的比重，各場館資訊的蒐集也是實現 e 化園區營運管理的必要
手段。所以在整合各場館智慧建築系統，能充分掌握大宅門特區內各場館的即
時狀況。 

(6) 空間資訊應用服務 

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空間資訊系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建構智
慧城市的過程中將蒐集與建置各式各樣來自不同領域的資訊，如能源、交通、
建築、環境、保全、防災等巨量資料，而在這些資料當中約有 80%是具有空
間元素的資料，是可以運用空間資訊系統來進行管理的。 

本期內容 

專題報導  1 

科技新知 7 

訊息報報 8 

科技名詞彙編 9 

新人報到 10 



第 6 頁 第三十三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 103 年 10 月 13 日    

 

 

 

 

 

 

 

 

 

 

 

 

 

 

 

(7) 交通應用服務 

交通應用服務系統包括停車資訊、大眾運輸資訊、停車導引服務、路況
資訊服務、共乘媒合服務與大眾運具轉乘的服務，都可以在交通應用服務系統
中取得。 

(8) 能源管理服務 

園區各場館都採用智慧能源系統，可以隨時透過電腦、智慧型手機等各
種行動設備監控大宅門特區中的用電情況，並依據情況平衡調配園區用電策
略。 

(9) 公共安全應用服務 

公共安全應用服務可分為三個計畫項目，防災資訊系統、緊急應變系統
與犯罪預防分析系統，防災資訊系統平時能掌握救災資源的配置與調配，並宣
導防災知識與概念，災害來臨時能發揮警示作用，輔助災害應變人員了解災害
現況與救災資源調配的決策支援等。緊急應變系統為因應大宅門特區內的各種
緊急事故，包括天然災害、人為災害與交通事故等，做為緊急派遺與處置的中
樞系統，必須整合交通、警察與消防等部門共同來執行應變派遺任務。犯罪預
防分析系統，則是運用大宅門特區內的強大巨量資料分析能力，協助警方在偵
辦相關案件時，能快速歸納與檢索出相關事證，輔助案件偵查，例如：大宅門
特區內的上百具攝影機，便可透過即時人臉辨識功能，找出疑犯出沒的位置或
以車牌辨識系統追蹤特定車輛的行車路徑。 

(10)環境應用服務 

智慧環境保護系統將以環境監測系統為基礎進行擴充，能提供環境敏感
區域和環保目標的分佈情況，分析區域污染的相互影響，進行環境品質的即時
動態比對，預報預警提供決策技術支援。結合各專業的數學模型，系統可動態
模擬區域空氣流動、污染物的擴散過程，進行空氣環境品質的檢核，為預報預
警、規劃環評和空氣污染控制策略評估等提供技術支援。 

2. 長期推動方案 

(1) 巨量資料分析加值應用 

前述已規劃巨量資料平台做為各資訊應用服務進行巨量資料分析的基
礎，然而巨量資料分析的精髓並不僅僅是量與速度，而是幫助我們做到許多過
去無法完成或需要耗費很多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本計畫已規劃許多智慧化資
訊應用服務，希望能協助解決民眾、政府或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巨量資料的加
值應用分析必須結合各種不同領域來發展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價值。而在大宅門
特區內，已蒐集了巨量的影像資料、交通資料、環境資料與歷年的緊急事件資
料，都能結合專業的模式來進行分析，協助解決未來大宅門特區營運管理上所
面臨的問題。所以在長期推動項目的第一階段將以影像資料、交通資料、環境
資料與緊急事件資料的分析應用進行研究，做為第二階段發展園區營運決策支
援系統的基礎。 

(2) 園區營運決策支援服務 

園區營運決策支援系統包含緊急應變模擬與決策支援系統、交通預測與
決策支援系統與環境永續決策支援系統。緊急應變模擬與決策支援系統，透過
緊急事件資料的分析預測結果，能針對不同緊急事故，自動擬訂應變方案提供
決策者參考，而應變方案的擬訂是依據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事件發生的現地
情況、可調度的資源、環境、交通現況等因子判斷分析得出，以智慧化的方式
減少人為判斷的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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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預測與決策支援系統，以歷年各路段的交通流量、事故資料、天氣
狀況等等資訊，能預測出可能的交通擁塞區域，由交通監控中心能提出做出應
變與疏導措施，更進一步能以交通模型分析出可行的交通疏導方案，提供決策
人員參考。 

環境永續決策支援系統，目的是在提供園區整體發展的評估系統，將結
合空間資訊、適宜性分析、環境監測、能源資料等資訊，能對園區的土地開
發、能源使用、環境影響與土地適宜性進行整體性分析，並以永續發展為前
題，提出相關改善的建議。 

(3) 擴展各項資訊應用服務至大臺中 

大宅門特區發展的最終階段是將各項智慧生活發展成果能逐步擴展至大
臺中地區，包括智慧營運中心的服務範圍、智慧資訊服務系統、智慧環境保護
系統、交通應用服務系統及共同管道資訊系統服務等，都能透過網路的連結與
感測器的布建，以最小的成本擴展其服務範圍。讓大臺中所有市民都能享用到
智慧化的資訊應用服務。 

三、目標與效益 

      民眾對於城市智慧建設的需求日漸殷切，智慧城市推動發展已是必須積極面對的
關鍵課題。智慧園區是智慧城市的典範，期以提供市民智慧生活的便利服務及提升民
眾的幸福感受，打造一個安全、健康、便利的友善居住環境。 

  在效益方面，除了提供以先進資通訊科技建構的應用服務外，也期與企業及民眾
以「合作」、「互動」及「新思維」的模式，而達到「智慧生活」，在不斷的活化的
過程中，為市民帶來更為現代化進步生活。有了這樣智慧園區的概念和方向，在逐步
地推展過程中，同時也帶動了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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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iker 揪科，也就是台語的｢揪客｣，呼朋引伴，共襄盛
舉的意思。由工研院自主開發免費手機傳訊軟體(有 iOS、
Android、Web 版)。有四種情況下通訊免費：手機用揪科打
揪科手機、用揪科打威寶跟亞太手機（對方沒裝揪科）、IE

網頁打任何手機免費（對方有裝揪科）、手機打美、
加電話免費(限企業會員)。另有四種會員等級：金色
會員（打免費電話至美加，在沒有連網下也能接收其
他會員的電話）、銀色會員（可接 IP PHONE 或
Juiker 的轉介電話）、綠色會員（免費傳送訊息、免
費撥打網路電話給 Juiker 使用者）、綠色訊號標示
（威寶或亞太用戶，或可撥出的美加電話使用者）。 

  Juiker 具備功能如下：企業雲端通訊錄、公司分
機與同仁手機免費互撥、貼圖下載服務、檔案傳輸服
務、網頁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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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臺灣燈會在臺中，臺中市睽違
12 年再次主辦羊年臺灣燈會，是有
史以來連莊舉辦同一生肖燈會的城
市，而在此次燈會活動計畫中，本
中心肩負著燈會主題網站建置的工
作，已如期在 9 月份完成標案所需
文件並進行招標公告，於 10 月初決
標簽約，整體計畫屆時將提供遊客
即時活動、交通規劃、會場停車及
燈區導覽…等網站及 App 服務資
訊。 

※ 本中心會計員陳筑音榮升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臺中分局主計室專員，並
與本中心新任會計員黃瑞玟於 103
年 10 月 1 日假本府研考會大會議
室，舉行本中心新卸任會計交接典
禮。場面溫馨愉快，筑音感謝同仁
兩年多來的協助與包容，並祝大家
身體健康，平安順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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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受測機關如
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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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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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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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區公所：中區區公所、北區區公
所、大肚區公所、外埔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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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區公所、清水區公
所、豐原區公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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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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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PP、Web2.0、機關級
首長資料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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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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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5 日發送測試信件，
所有機關均能於當日回
復，回復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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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蔥文：「洋蔥文」是網路用語，一
種文章種類，指會賺人熱淚的文章，其
相關用語「加了洋蔥」，就是用來形容
催淚的事物。 

※ 腿了：「腿了」是網路用語，來形容
某人發布的資訊已過時，原是用英文的
lag（遲了、過時了的意思），但因有
人在使用「lag 了」的時候，不小心把
lag 拼錯成音近的 leg（腿），為製造
趣味，就衍生成「腿了」來代指「lag
了」。參考資料出處：痞客邦 PIXNET 
ptt 鄉民百科部落格。(以上葉智銘提供) 

※ 社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簡稱 S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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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簡稱
O.S)：是電腦硬體與應用軟體間的介
面，也是使用者與電腦溝通的橋樑，其
主要功能為電腦資源的管理及提供使用
者簡易的操作環境，使用者與其他的應
用軟體，必須藉由作業系統，才能控制
電腦軟硬體的各種資源及設備。在個人
電腦中常用的作業系統有 Windows、
iOS、Unix…等，各自適用於不同的電
腦系統。 

※ 公開金鑰基礎設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簡稱 PKI)：又稱公開
金鑰基礎架構或公鑰基礎建設，是一組
由硬體、軟體、參與者、管理政策與流
程組成的基礎架構，其目的在於創造、
管理、分配、使用、儲存以及撤銷數位
憑證。其透過使用公開密鑰技術和數位
憑證來確保系統資訊安全並負責驗證數
位憑證持有者身份的一種體系。 

※ 奈米技術（Nanotechnology）是一
門應用科學，其目的在於研究於奈米規
模時，物質和設備的設計方法、組成、
特性以及應用。奈米科技是許多如生
物、物理、化學等科學領域在技術上的
次級分類，美國國家奈米科技啟動計劃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將其定義為「1
至 100 奈米尺寸尤其是現存科技在奈米規模時的延伸」。
奈米科技乃根據物質在奈米尺寸下之特殊物理、化學和物
性質或現象，有效地將原子或分子組合成新的奈米結構；
並以其為基礎，設計、製作、組裝成新材料、器件或系
統，產生全新的功能，並加以利用的知識和技藝。有別於
傳統由大縮小的製程，奈米科技乃由小作大。 

※ 防水防護等級 - IP (Ingress Protection)：指國際上用
來認定物品或設備防塵、防止外物進入、防濕、防水的特
性加以分級所制定出來的標準。嚴格來說就是電氣設備防
護罩對電氣設備提供保護等級分類的系統，以提供製造商
和使用者對電氣設備防護罩所提供的防護等級及其測試方
法統一化的標準和依據。 
  國際上不論是 IEC、MIL 或 ETSI 以及 SAE 均有訂出相
對應之測試規範。消費性產品最常引用規範為 IEC/EN 
60529(IP Core)，規範中依產品使用目的而訂定不同保護等
級與試驗程序及方法，目前國際上採用此標準有越來越多
趨勢。IEC/EN60529 防塵能力為 7 個等級(等級 0 ~ 等級
6)，防水能力為 9 個等級(等級 0 ~ 等級 8)，在試驗應用上
通常以 IPXX 作為等級區分，IP 為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的縮寫，國際上均以此做為保護等級辨識，第
一個 X 所代表的意義為防塵等級，第二個 X 所代表的意義
為防水等級。例如：某產品標示為 IP65，則表示該產品防
塵等級為 6，防水等級為 5。一般而言，標示的數字越大，
表示防護等級越高。(以上劉佳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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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80%A0%E8%A1%9B%E6%98%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4%BD%8D%E6%86%91%E8%AD%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4%BD%8D%E6%86%91%E8%AD%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7%89%E7%94%A8%E7%A7%91%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7%B1%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5%A5%88%E7%B1%B3%E7%A7%91%E6%8A%80%E5%90%AF%E5%8A%A8%E8%AE%A1%E5%88%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7%B1%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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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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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服務科職務代理人 – 邱慧如  

   很高興也很榮幸有機會到臺中市政
府資訊中心服務，自己本身是資訊管理
科系出身，也曾經在科技業服務過，但
過去主要是負責偏向技術類的研發工作
事項，而這一次非常幸運可以加入到應
用服務科，並且從事與專案管理相關性
質的業務，對我來說是個新的開始，也
是新的挑戰，希望未來的日子裡，可以
在各位長官及同仁的帶領之下，自己可
以從中多方面學習並且有所收獲和成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