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這幾年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開始興起之後，愈來愈多人使用行
動裝置來閱讀網頁，而傳統的網頁只有為傳統桌機進行版面設計，這些網頁在行動裝
置上無法有好的呈現效果，因此為讓網頁能更符合行動裝置的版面大小來顯示內容，
就有了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 這個新名詞。 
   

二、什麼是響應式網頁設計(RWD) 

  在說明什麼是 RWD 的同時，可能也要一併提到行動版網站，然而，RWD 網站
跟行動版網站，有什麼不同呢？ 

(一) 行動版網站是只要遇到行動裝置，就顯示和桌機版完全不同的網站，請注意，
是「不同」的網站。 

(二) 所謂的RWD則是同個網站在不同解析度顯示的樣子不一樣，但實際上仍是同
一個網站。  

上述的RWD網站及行動版網站在此各舉一個範例來說明： 

1. 行動版網站-以YAHOO奇摩網站為例。使用桌機瀏覽YAHOO奇摩網站，
會自動開啟桌機版網站，網址為：https://tw.yahoo.com/ 
 

 

用行動載具瀏覽YAHOO奇摩網站，會自動開啟行動版網
站，網址為：https://tw.mobi.yahoo.com/ 

 

 

2. RWD網站：以英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為
例。使用桌機瀏覽英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
站，呈現畫面為如下，網址為：https://
www.gov.uk/ 

 

 

使用行動載具(這邊我使用4.7吋手機)瀏覽英
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呈現畫面為如下，
網址一樣為：https://www.gov.uk/ 

 

  到此，有發現了嗎？所謂行動版網站其實是跟桌機版
完全不同的網站，網址是不一樣的；但RWD網站在行動
裝置上，只是顯示的樣子不一樣，但實際上仍是同一個網
站，網址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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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響應式網頁設計(RWD)的優、缺點 

(一)優點 

1. 使用者不需要下載 APP就能使用，且開發成本與時間比 APP低：這不只
是 RWD 的優點，也是所有行動版網頁相較於手機 APP 的優勢，APP 必須
另外下載安裝在行動裝置上，且 APP 要更新，開發者必須重新審核通過
後，再通知使用者下載更新。反之，RWD及行動版網頁，只要管理者更
新網站後，使用者自然就會連上最新的網頁。除此之外，APP 還要因應不
同的系統，如： iOS、Android、windows 等開發不同的版本，所以不管是
開發或維護成本，RWD都低於 APP。 

2. 可同時適用不同裝置： APP 必須開發多個版本，而行動版網站則需要搭配
桌機版網站，才能符合多數裝置規格，且同時還要安裝偵測使用裝置的小
程式，才能讓行動裝置讀取到桌機版網址時自動開啟行動版網頁，而這其
中也面臨了桌機版與行動版雙網站介面的內容分享問題，而 RWD 網站就
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3. 利於搜尋引擎最佳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註 1 ： 

 

(1) 減少重複的網頁內容：因桌機版與行動版網頁的鏈結網址是不同的，
以 Google 的規則而言，網址不同而內容重複的狀況下，將會影響評
價(Page Ranking)；而 RWD 網站則不會有這個問題。 

(2) 提高網頁可用性：因為桌機版與行動版是不同網站，許多使用者可能
會找不到原本搜尋到的內容。例如：使用者在電腦前找到想要的網
頁，但之後用手機連上網頁後因被迫瀏覽行動版，且再也找不到原本
的網頁內容；而 RWD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使用者可以方便地使用各種
裝置瀏覽一樣的網頁內容。 

(3) 保持單一鏈結(link)： RWD 網站沒有區分桌機版及行動版的鏈結，分
享給朋友時可以確保雙方都能看到同樣的內容，當跳離率下降、可用
性提高、分享次數增加，隨之而來的就是增加流量及停留時間，自然
會提高搜尋排名。 

(二)缺點 

1. 舊版瀏覽器，例如： IE 8 以前版本、firefox 3 以前版本、safari 3 以前版
本、Opera 9 以前版本，將不支援 RWD 網站。 

2. 載入速度問題： RWD 使用與桌機版網站同一份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 HTML)註 2 及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s, CSS)註 3，
所以不管是在行動裝置上或電腦上，下載的都是同一個網站，只是網頁偵
測到是使用行動裝置時會隱藏部份元素，但事實上下載速度並不會變快，
所以總體來說，RWD 網站的讀取速度可能會不如另外客製的行動版網
站。 

3. 需針對行動裝置使用者習慣調整設計：行動裝置使用者與電腦使用者的網
頁瀏覽習慣是完全不同的，要能符合 2邊的使用習慣，必須下很大的功夫
規劃瀏覽動線。 

4. 無法像 App 可透過行動裝置本身的硬體資源來做更多的加值服務，例如：
結合智慧行動載具之 GPS，電子羅盤及定位技術，可將目標地點資訊方位
及距離與智慧行動載具相機視訊結合顯示於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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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SEO：搜尋引擎最佳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簡稱SEO）是

一種利用搜尋引擎的搜尋規則

(演算法)，增加網頁的可用性，

使網站在各大搜尋引擎中獲得

較佳的排名，讓你的網站更容

易被找到。 

2.HTML：HTML就是超文件標

示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主要是在瀏覽

器中顯示一份文件的內容，它

本身並非程式設計，只不過是

標示用來強調及組織一般性的

文字；HTML是由一些標記

（tags）所構成，每個標記對

瀏覽器下一個特定的指令，這

些指令會告訴瀏覽器如何顯示

文件的內容。 

3.CSS：CSS是「Cascading 

Style Sheets」的縮寫，能夠

使你的網頁更整齊，它可控制

網頁中的字型字體、大小、連

結、樣式、配色…等，可以說

是網頁的美容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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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因應資訊化時代來臨，並增進民眾了解政府機關各項施政申辦的便利性，臺中
市政府自 101 年推出線上申辦服務資訊系統以來，優先提出民眾日常生活中最常申辦
的共通性服務，鼓勵市民使用網路替代馬路，作為市府申辦業務單一入口的服務管
道。其中為解決社區民眾因辦理各項活動需要使用政府機關場地，卻苦於場地主管機
關分散，常疲於奔走於機關與場地之間，為解決這樣的問題，市府資訊中心於今(103)
年首次推出場地租借申辦與里活動中心 e 化資訊網進行跨系統整合服務功能，運用資
訊系統的快速、便利、省時、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帶給民眾更具便利性與整合性
之線上申辦服務[1]。 

  跑一趟區公所櫃台預約里活動中心場地？還是輕鬆上網 e 指通？ 

  想像一下，一個來自外縣市的民間公益團體，受邀到本市某社區辦理宣導活動，
首先要解決的是，事先選定展演場地並製作行銷宣傳海報，負責場地租借的你肯定會
跑一趟社區公所，依照活動需求向公所櫃台人員詢問適合的場地，然後依照他們提供
的資訊去選擇或親自跑到現場勘察，以便進一步確認，好不容易找到理想的場地，這
時候管理人員告知你想要預約的日期已經被別人預訂了。不用多想，你一定會很快地
回應這個問題，但你將如何進行呢？你可能需要重新安排展演活動時間與行程，或是
繼續找尋其他適合的場地，對民眾而言，這是很耗費成本的。 

  

 

 

 

 

 

第 ３頁 

本期內容 

第三十五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 103 年 12 月 18 日    

四、小結 

  由以上的概述可以發現其實 RWD 網站跟行動版網站是各有利弊的，至於除了提
供傳統桌機版網站之外，到底應該是要開發 APP、還是客製行動版網站、亦或是走向
把整個網站設計成 RWD 網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我想最後的抉擇方式，
還是要回歸到開發者想要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內容，再來挑選最適合自己的開發方式，
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參考資料來源： 

1. http://fundesigner.net/responsive-web-design-explain/ 

2. http://www.ibest.com.tw/service/html5.php 

3. http://blog.allenchou.cc/responsive-mobile-pk/ 

4. http://www.ibest.tw/page03.php 

5. http://www.ibest.com.tw/service/responsive_seo.php 

6. http://blog.evendesign.tw/post/48853824439/rwd-test 

7. 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網站營運績效檢核計畫 

圖 1、東區東勢子段 

四里多功能學苑 

圖２、中區大墩等四

里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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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地租借跨系統整合需求   

  根據本府每個區里活動中心場地所公告的必備資訊，通常包括場地名稱、坐落地
址、里別、總容納人數、場地管理人員與聯絡電話、面積坪數、樓層簡介、停車場、
無障礙設施、電梯、內部設備介紹與收費標準說明等，而收費標準又須依是否長期性
使用訂約和每場次時數，以及是否為照顧弱勢團體或落實社會福利政策而以原訂標準
減價收取。除此之外，如需提供空調（冷氣）系統、音響、桌椅等其他器材，得酌收
器材保養費，另有關保證金的收取，各機關亦得視實際情況，經簽報機關首長同意後
免收。因此，一方面為滿足民眾以更便利、整合之服務了解各場地情形並進行租借的
需求，一方面提供各區公所單一入口的管理平台，以即時同步更新各場地的最新狀況
與規定，同時也扮演跨系統整合的資料供應角色。建構以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技術為基礎的共通作業平台，整合政府資訊服務資源，已成
為本府線上申辦服務系統擴充的首要目標。 

三、線上申辦系統網站服務技術整合介紹    

  簡單來說，SOA是針對機關內應用程式的設計、開發、佈建、管理所提出的遵循
典範，主張「程式開發技術」與「程式建構方法」的交替並用，以類似傳訊溝通的作
法，將數個所需的業務服務進行連結，以此來實現一個新的應用程式，而非從頭開發
[3]。本府線上申辦服務系統乃整合內部作業流程運作能力與外部系統介接，以各模組
間協同運作及介面標準作為設計的考量，協同各級機關突破現有作業瓶頸，提供民眾
更具便利的跨系統整合線上申辦機制。透過本府線上申辦服務系統入口網[4]，民眾不
論身在何處，只需要使用任何可以上網的裝置，就能享受網路申辦服務，不必再奔波
於各個業務機關。 

  四、總結 

  運用資訊系統，提升市民更便利之服務品質，是智慧政府治理的一環，寄望藉由
創新技術的協助，讓市民享受到更便利的市政服務。今(103)年除了增加申辦項目介接
行政院電子化政府共通平台電子付費服務外，也首次與里活動中心e化資訊網進行跨
系統整合服務功能，帶給民眾更具便利性與整合性的場地租借方式，期望透過資訊科
技的設計，打造智慧城市中極具幸福感的市民服務。 

  參考資料來源： 

[1] 『臺中市政府103年線上申辦擴充功能服務案』期末報告書，103.11.21完稿。 

[2] 『臺中市里活動中心e化資訊網』，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網址http://
acenter.taichung.gov.tw/。 

[3] 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電子報，第0001期，96.06.20發行。 

[4] 『臺中市政府線上申辦服務系統』，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網址https://e-
service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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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儲存設備架構發展主要分為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與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兩類： NAS 透過乙太網路，以 NFS（Network File 
System）、CIFS（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傳輸協定進行檔案存取；而
SAN 則以光纖通道協定進行區塊存取。 

  在大部分的系統建置情境，大多是採購單一廠牌儲存設備，進行資料存取，採集
中式的管理，並可透過運用儲存設備所具備之高度系統容錯、CDP(Continuous Data 
Protection)、快照(SnapShot)、鏡像(Mirror)、精簡供應(ThinProvision)、自動分層
(Tiering)、異地抄寫(DR)等功能，提升儲存設備高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 

  隨著系統使用度增加儲存設備亦相對擴增，然而不同廠牌的磁碟陣列，其控制器
不具相容性，資源更不易交互調度，且絕大多數儲存設備的高可用性或遠端抄寫功
能，皆僅限於同一產品之間的儲存設備上使用，故儲存設備之間的相容性成為儲存資
源運用上的瓶頸。 

  為提升儲存設備資源的運用彈性，「儲存虛擬化」技術應運而生，透過中介的虛
擬層，將以往伺服器與後端儲存設備之直接連結關係，由中介虛擬層在實體儲存設備
和伺服器間建立連結的儲存服務介面取代，所有的儲存設備被重新納管成虛擬層所管
理的資源，經過配當的分配及指定後再提供上方的伺服器使用，伺服器無須理會其儲
存空間是由源自什麼儲存設備。 

 二、儲存虛擬化之效益  

(一)建構雲端運算環境 

  儲存虛擬化是邁向雲端的基礎建設之一，藉由儲存虛擬化技術，關鍵資料
不再侷限於單一座儲存設備或單一地點，單位組織可根據各項需求，即時地將
資料於同地的不同儲存設備中移轉，甚至轉移至異地端的資料中心運作，過程
中不影響上方伺服器應用程式的運作。 

(二) 不中斷服務下，完成儲存資源之提升及擴充 

  應用系統可以依據效能需求，在不中斷服務下擴充儲存資源，大幅提升前
端應用系統的效能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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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不中斷服務下

擴充儲存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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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階儲存設備享有儲存虛擬平台功能 

  不論所納入之儲存設備是什麼廠牌，皆可透儲存虛擬平台的功能，其儲存
空間皆享有原僅存於中高階儲存設備提供之功能，如HA(High Availability)、
快照(SnapShot)、鏡像(Mirror)、精簡供應(ThinProvision)、自動分層
(Tiering)、異地抄寫(DR)等進階功能，可達到以較低購置成本，同樣享有完整
之儲存 設備功能。 

 

 

 

 

   

 三、儲存虛擬化之關鍵技術  

(一)分散式的Scale-Out延展技術 

  傳統的擴展方式稱為「Scale-Up」，即設備以「垂直」方式更換運算效
能較強的儲存控制器和儲存體以增加性能和空間，而近期興起擴充方式稱為
「Scale-Out」，指增加叢集之節點，只要把新的節點連接至儲存網路，再利
用叢集將新的節點「平行」加入其中，即時且不中斷上方伺服器服務之下增加
儲存設備性能和空間。 

 

 

  

 

 

(二)儲存空間分層機制(Tiering) 

  透過儲存虛擬整合，雖然能將不同的儲存設備集中在一起，但由於不同儲
存設備其具備性能不同，資料存取效能、資料可用性、資料安全保護機制等方
面，皆存有差異。而資源是有限的，無法對所有的資料皆提供相同等級的設
備，因此規劃儲存分層、資料服務之級別，並依據資料的重要性高低，定義資
料不同的儲存層次，以及相應的服務級別，才能有效實現「IT 即服務」（IT 
As a Service）。 

 

 

 

 

 

 

  磁碟自動分層儲存能夠根據資料存取需求，自動判斷資料移動的模式，大
幅降低儲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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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行儲存設備整合後，可按設備性能及可靠性高低，將儲存空間予以分
層。對性能要求高的應用程式，配置較高階儲存設備；對於作業性能要求
較低者，分配低階儲存設備；測試系統則分配可靠性相對較低的設備，使
所有的設備皆能發揮最大的效用。 

2. 所有儲存資源，經由整合形成一個儲存池(Storage Pool)，且以分層的儲存
結構。透過單一的連接，就可以使用到不同性能的儲存資源，提高儲存設
備的使用效率。 

四、本中心儲存虛擬平台-DataCore & IBM V7000 

  本中心於 100 年導入 IBM V7000儲存虛擬化平台，其儲存虛擬池包含 V7000 內部
磁碟外，亦可納入大部分廠牌之儲存設備，而目前已將原公文系統、市府電子郵件系
統及差勤系統所使用之儲存設備 DS3400全數納入管理(約 11.45TB儲存空間)，以達到
重新活化舊有儲存設備及資源共享之效益。目前總體儲存空間建置已達 117.8TB，同
時透過空間壓縮功能大幅減少 15.95TB 的空間使用量。提供上方系統服務計有
VMware 虛擬主機平台、市府電子郵件系統、差勤系統及大臺中圖資雲空間等運用，
提供系統較優質之服務品質，同時兼具較佳之保護機制。 

  今年度本中心針對公文系統資料保護再提升，導入 DataCore 儲存虛擬化平台，
同時配合機關及學校公文系統分流，建構兼顧效能及高可用性之虛擬儲存平台，提供
前端伺服器較佳的服務水準： 

(一) 藉由DataCore其AutoTiering機制，可自動化將屬於熱區之資料自動搬入效
能較高之SSD儲存空間，而較不常異動之資料則自動搬移至效能相對低但空
間較多之儲存空間，以發揮各分層空間之最大效益，以近乎SATA建置低成本
水準，打造出比擬SSD的高效能。 

(二) 透過HA架構高可用性，當某一節點故障時，其服務可由另一節點無時差接
手，公文系統服務不間斷，大大降低運行停擺風險。 

(三) 透過快照機制，可強化其資料防護性，於線上資料有誤刪或磁區讀取異常
時，快速回復至前一快照時間點，達到資料保護無漏洞、DownTime降至最
低。 

五、結語 

  軟體定義式儲存設備(SDS，Software-defined storage)在現今蓬勃發展下，儲存設
備的效能提升可輕易地在低門檻低成本下完成，不再限於單一廠牌，可想見未來，儲
存虛擬化相關議題及產品是一大趨勢。 

  就未來本中心儲存虛擬平台發展來看，隨著上方系統-公文管理系統、主機虛擬平
台等系統成長，而其規模亦會日趨成長，故儲存虛擬平台其穏定性越顯重要，而透過
專責分工之制度下，可使管理儲存虛擬平台單位依據應用系統需求給予適當之儲存空
間，而應用系統負責單位則僅需專注於其系統穏定性，不須費心實際硬體配置來源，
達到各司其職、專注於所掌握之資源，以發揮組織運作最大效益，提升整體系統運作
水準。 

  穿戴式科技如智慧型手錶(Smartwatch)、谷歌眼鏡以及其他裝置都設計成為各式
各樣的用途，通常能夠與使用者的智慧型手機連線。穿戴式科技的下一步，可能是將
裝置植入人體。這種構想雖然聽起來頗為異乎尋常(bizarre)，卻已是數種醫療方式司
空見慣的一環。從 1950 年代晚期以來，心臟科醫生就已為病患植入(implant)電子裝
置以調節病患的心跳(heartbeat)。這些被稱為人工心律調節器(pacemaker)的裝置，
幫助了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心臟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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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電子耳（或稱人工耳蝸）是一種植入耳中的電子裝置，幫助聽力損失的
患者改善對聲音的感知(perception)已有數十年之久。近年來也出現為視力衰退患者
所開發出來的裝置。今年稍早，密西根大學凱洛格(Kellogg)眼科中心的醫生進行手
術，首度植入兩具人工視網膜(retina)。這種稱為阿格斯(Argus)第二代人工視網膜系
統的裝置，是設計來協助患有某些遺傳性視網膜病變的患者恢復部分視力。這套系統
使用少量電力刺激(stimulate)患者的視網膜，以便讓它們有能力覺察出光線。 

  超越醫療理由的其他用途 

  現在，已有愈來愈多人為了其他目的而企圖將裝置植入體內。這類人士被稱為生
物駭客(biohacker)，致力於利用科技來增強(enchance)自己的能力。有少數生物駭
客已在手中植入了無線射頻識別標籤(RFID tags)，具有密碼功能，只要揮揮手即可將
鎖住的門打開。 

  半人半機器 

  有些生物駭客認為大多數人遲早會成為生化人(cyborg)－半人半機器。為了達成
這項目標，生物駭客提姆．坎能(Cannon)在前臂植入了一個電腦晶片。這個稱為
「24 小時無休 1.0 版 Circadia 1.0」的晶片約與智慧型手機(smartphone)一樣大，導
致坎能的皮膚隆起一塊。這個晶片利用無線訊號將坎能的體溫資料即時傳到他的
Android 系統裝置上，讓他能夠追蹤自己的健康狀況。他認為自己的這項試驗可以讓
未來的生物駭客能有更安全的方式。關於這類裝置的道德(ethical)議題，不久將來預
期將出現更多爭辯。 

    參考資料來源： 

1、『空中英語教室』雜誌2014年11月號。 

※ 本府參加102年度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TGOS平臺加盟節點績效評比活動」，經
評選獲得「NGIS供應系統獎」及「TGOS流通服務獎」兩項獎項，為各級政府機
關中唯一連續四年獲此兩獎項， 科技部張部長及內政部林次長頒獎NGIS供應系統
獎及TGOS流通服務獎予本府資訊中心賴科長正川，市長並於103年12月1日市政
會議轉頒獎項予本中心張主任忠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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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臺灣燈會網站已經在 11 月底
上線服務並將隨著燈會整體計畫的
執行持續新增網站的資料內容，像
是大家最關心的各燈區內容規劃、
燈區攤位小吃、活動節目表、交通
接駁、停車…等資訊，俟各主辦機關
確認內容後，我們都會一一補上，
以方便民眾掌握各項燈會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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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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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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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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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發送測試信件，其中
當日回復者共64個機關(佔95.52%)、隔1日回復者共3個機關(佔
4.48%)、無隔2日以上回復之機關。，相較於103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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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訊中心張主任忠吉與
同仁於103年11月17日
與芬蘭學者Prof. Kess, 
Pekka Antero研析本市
智慧城市發展。 

 

 

 

※ 逢甲大學土管系師生
於103年11月20日參
訪本府智慧城市 、大
宅門、圖資雲等相關
規劃及建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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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ot ：拒絕使用網際網路的人。這些人可能
是因為無法適應最新科技、有科技恐懼症 
(technophobia)，或者是因為網路上沒有他們想要
的東西。  

※ Killer App ：同類型和功能相同的電腦軟體中最
佳的軟體,如 FrontPage 是網頁寫作軟體中的佼佼
者。 

※ Mommy Hacker(媽咪駭客)：據報導，越來越
多的美國母親對於她們子女在網路上所瀏覽的內容
及網路聊天和寄發電子郵件的對象頗為憂心，因此
利用子女不在家時打開電腦尋找所留下的紀錄。心
理學家呼籲父母親不要這麼做，以免讓子女失去對
他們的信任。 

※ Nanny-Vision ：父母親用來記錄保母的行為
的攝影機 (videocamera) 。(以上由林雍庭提供) 

※ CMMI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 
Integrated, CMMI) 能力成熟度整合模式：是美國
卡內基美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的
軟體工程學院 (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SEI)繼 CMM 成功發展後的新修訂版本，目的在發
展一個共通性之整合架構，以支援整合不同專業領
域之特定能力成熟度模式及相關產品，並致力提供
系統工程及軟體工程之指導原則，期許在任何架構
下的組織，皆能促進其流程改善，提升軟體生產力
與品質確保所有發展的產品，並能與國際標準組
織／國際電技協會 (ISO ／ IEC) 15504 軟體流程評
鑑技術報告相容且一致。(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
局) 

※ PMO（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PMO）專
案管理辦公室：專案管理辦公室（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PMO）的建立，其目的在於
提供組織一個專案管理支援服務的“單一窗口”，
公司希望透過 PMO，能有效地掌握、整合及運用組
織內部各專案中的企業資源（如：時程、資源、成
本），並提升專案績效以圓滿達成最後的專案任
務。但專案管理辦公室的建立與執行並不是這麼容
易，常需考慮到：組織的架構、資源的整合、專案
的特性、系統的使用、及績效評估等等眾多因素，
也因此同一套標準並不適用於每間公司。PMO 課程
主要任務是提供專案團隊一個能更有效運作的最佳
環境與功能。它可以藉幾種方式與安排達成該目
標，包括提供專案管理工具、技術與行政管理支
援、建立工作規範、發展專案流程、確保作業標
準、提供顧問諮詢服務及協助執行教育訓練。（資
料來源: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以上由劉佳姍提
供) 

 

  

行政小組職務代理人 – 林宜蓉 

   很開心可以回到這熟悉
的地方也歡樂資訊中心服
務，非常高興可以到行政小
組，並且接手財管及工友暨
行政助理等相關工作，對我
來說是個新的開始，也是新
的挑戰，希望接下來的時
間，可以在各位長官及同仁
的帶領之下，可以從中學習
並且有所收獲和成長。 

 

 

行政小組職務代理人 – 張雅鈞 

   很高興可以加入臺中市
政府資訊中心的團隊，畢業
後的我一直是在私人公司工
作，四個月前到了和平區公
所的民政課擔任職務代理
人，這是我第一份公部門的
工作，僅管每天的山路漫
長，但在公所讓我學習到很
多以前沒接觸過的，雖然在
公所承辦的業務與資訊中心
全然不同，但未來我一定會
繼續努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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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m.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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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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中心會計員 –  黃瑞玟 

   身為土生土長的臺中人，能在臺中
工作，為臺中出一份心力，是非常幸福
的一件事，很高興有機會成為資訊中心
大家庭的一員，升任主管對我來說是一
項新的挑戰，除了學習扮演好主管的角
色外，如何承擔責任並協助解決同仁們
的疑難雜症更是我目前應面對的課題。
期許自己在未來的日子裡，以「受出者
受返，福往者福來」的心態來為資訊中
心提供服務，並有所貢獻，不僅從中學
習成長，更希望藉此與資訊專業人才互
相交流、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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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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