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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背景 



資料開放背景 

開放資料 (OPEN DATA) 

▸  沒有技術和法律上障礙的資料�

▸  使用「開放標準」和「非專屬的資料格式」
讓資料能不受到技術限制而可以流通�

▸  使用「公眾領域」或「開放授權」條款釋出
資料，使資料的使用不因法律或智慧財產權
限制，進而資料可無償地被自由的散布、再
製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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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



資料開放背景 

國際發展 

▸  2009這一年�

▸  2009年的TED大會上， Tim Berners-Lee 呼籲政府、科學家、科研部
門，”Raw Data Now！”�

▸  開放政府！2009年年美國透明與開放政府備忘錄－「政務透明」、「公⺠民參參與」
及「協同合作」!�

▸  2010年年 �

▸  2010年的TED大學演講中，有趣的結果...�

▸  2010年美國聯邦政府data.gov網站成立�

▸  2010年英國政府data.gov.uk網站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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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2018年全
球3成數位政府專案將
擁抱開放資料�

政府是最大的資料持
有者、開放資料的主
要提供者�



資料開放背景 

開放資料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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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黎尚育，IISI�



資料開放背景 

我國開放政府資料政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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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201607�

我國於2012年通過「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2013年頒定「行政院及所
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規範，建置data.gov.tw�



資料開放背景 

推動現況－資料集數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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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擷取⽇日期：2017.06.15 

2016年-2017年，中央在開
放資料的推動上，最主要的
目標包括：�

•  地方政府開放資料�

•  開放資料的品質控管。�



資料開放效益 



資料開放效益 

應⽤用效益 

新公司的成立  

索取資料的費⽤用  

增加政府稅收  

提升服務的效率  

新的⼯工作機會  

改善政府透明度              
提升決策品質           

揭發貪腐  

減少不必要或可疑的費⽤用⽀支出  促成協作  

強化⼤大數據分析及新機會  

商業創意  

知情選擇  

減少交通時間  

客⼾戶服務的成本  

獎勵正當駕駛習慣  

找到較有效的治療及治療的資源  
拯救⽣生命  

消費者剩餘  

媒合供需  
增加競爭  

分享最佳實務  

環境的提升  

促進政治參參與           促成經濟體多元性  



資料開放效益 

103-105產業輔導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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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來源：經濟部⼯工業局 

• 補助57家企業運用Open Data建構創新服務模式，帶動業
者投資與營收達6.8億元�

推動產業應用�
政府開放資料，帶動

經濟發展�



國內外開放政府資料效益 
 

透明治理理 
經濟成長 



國內外開放政府資料效益 

透明治理理－國際案例例 

▸  巴西-開放預算透明度入口網（Portal of Transparency）�

▸  巴西頻頻祭出法律及監管措施，旨在遏止貪腐，但陋習根深蒂固�

▸  2003年，巴西設立聯邦審計總署，與總統緊密聯繫並獲授權管理政府透明度。�

▸  2004年成立開放預算透明度入口網，旨在「提升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並讓市民有
能力追蹤並監督公款的使用方式」。�

▸  民眾不需註冊就能查詢政府資金流向，透過開放資料減少貪腐以及管控公共支出的
作法，廣受巴西民間的好評。�

▸  網站持續更新�

▸  2010年起，收入與支出資料集每日更新、其他資料集，如：各級政府之財務流向
每週更新！ �

▸  2016年的資料顯示，每個月平均有90+萬不同的訪客拜訪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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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來源: 201601_http://odimpact.org/static/files/case-study-brazil.pdf 



國內外開放政府資料效益 

透明治理理－我國的作為 

▸  我國�

▸  中央：政府資料開放平台（data.gov.tw）有至少2400+筆開放預決算資料
（含中央與地方政府）。�

▸  消極面：人民監督政府à能謹慎動支�

▸  積極面：民間分析資料並加以運用�

▸  地方：�

▸  2016年起，臺北市政府預計啟動參與式預算，讓市民從源頭就能參與預算
的規劃與用途�

▸  新北市、高雄市、臺中市、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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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開放政府資料效益 

經濟成長－國際研析資料-1 

▸  歐洲委員會(2000)研究�

▸  歐盟15國以95億歐元的開放資料投資，將可有7倍的投資報酬率，而產生68
億歐元的經濟價值�

▸  美國則以190億歐元的投入，有39倍的投資報酬率，而每年能產生7,500億的
經濟價值�

▸  McKinsey(2013)研析�

▸  推估7大產業（教育、交通、消費產品、電力、石油與瓦斯、健康照護、消費
金融）中的潛在應用價值，每年約有3兆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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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開放政府資料效益 

經濟成長－國際研析資料-2 

▸  Capgemini Consulting(2013)研究—調查全球23個已有開放資料計畫或活動的
國家，歸納開放資料在公、私部門帶來的經濟效益包括：�

▸  產生新的收益，如：美國國家氣象服務每年由開放資料的提供，支持著氣象產
業每年超過15億美元的產業價值。�

▸  降低成本、增進效益，如：美國舊金山市，每年因開放資料減少的電話服務成
本，可節省100萬美元。�

▸  產生職缺、發展技能，如：澳洲研究顯示，因開放地理資料，空間資訊產業僱
用超過31,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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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開放政府資料效益 

經濟成長－我國 

▸  台灣科技化服務協會�

▸  2010 年歐盟 27 國因公部門資訊再利用所產生的市場規模達到 320 億歐元，
且預估每年成長 7%。�

▸  對比台灣 2012 年 GDP(144,272 億元)，預估將產生約新台幣 2,450 億元的經
濟效益。�

▸  經濟部⼯工業局 

▸  至2016年中，開放資料創新應用案例499項。�

▸  至2016年底，創新服務模式帶動業者投資與營收達6.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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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政府與⺠民間的WIN-WIN-財稅控管  

▸  17個登記有案的加拿大慈善性機構繳交慈善捐款稅務申報單�

▸  資料開放鼻祖：大部分所蒐集到的資料自從1976年就已經對外公開 �

▸  紙本à資料帶(1990)à網路系統(2000)àOpen.canada.ca(2013)�

▸  最重度的使用者是慈善機構本身�

▸  所有的錢從哪來，往哪去�

▸  政策制定者說－政府的資金挹注扮演重要角色�

▸  機構負責人說－政府的資金其實只挹注到少部分的組織�

▸  解釋特定省分慈善事業所發生的事情�

▸  政府機構可以有系統的消除機構隱匿正確慈善金額的可能性 �

IMPACT？！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新加坡-登⾰革熱群聚地圖-疾病管制 

▸  新加坡政府與國家環境局(NEA)使用Open Data來控制登革熱疫情？！�

▸  2大疫情歷史：2005年有14,209病例、2013年有22,170病例�

▸  登革熱資料是NEA第一個持續不斷的對外公開的資料�

▸  2013年起-以資料趨動的群聚地圖�

▸  政府機關和大眾得以圖示標示登革熱疫區-衍生的創意競賽與服務！�

▸  協助規劃並讓民眾了解-向量控制�

▸  讓感染區的民眾更小心預防蚊子叮咬、整理蚊子滋生的環境-衍生的全民意識
一起來！�

▸  相關的資料開放給APP的開發者，讓他們能作出更更細緻、豐富的視覺展⽰示�

▸  以Problem-Solving的角度去思考，開放什麼有用＆好用！�

IMPACT？！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氣象	

交通-公車	

交通-地圖	

美食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應⽤用實例例-三秒算房價 

Ø  加值資料來源：內政部�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欄位�

不動產租賃實價登錄批次資料� 租金總額(元) ,土地租賃面積(平方公尺),建物租賃面積(平方公尺),使
用分區或編定。�

不動產買賣實價登錄批次資料� 土地區段位置/建物區段門牌,總價,土地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建物
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使用分區或編定。�

居住品質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應⽤用實例例-OPEN宜蘭蘭 

Ø  加值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欄位�
宜蘭博物館家族� 名稱,地址(經緯度),電話,參觀時間,票價,網址。�

宜蘭縣民宿名冊� 民宿登記證核准日期,編號,經營現狀,中文名稱,英文名稱,電話,傳真,網址 ,E-mail,營
業地址,英文地址。�

宜蘭縣優良公廁位置� 公廁名稱,地址或地點描述,管理單位名稱,管理單位聯絡電話,緯度,經度。�

觀光休閒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應⽤用實例例-I看展 

Ø  加值資料來源：文化部、環保署、國發會、主計總處等�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欄位�
藝文活動-所有類別� 活動名稱,日期,場次,活動來源網址及經緯度。�
家庭收支重要指標� 可支配所得平均數,可支配所得中位數,消費支出,儲蓄,住宅坪數,自有住宅率。�
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 期間,基本分類,種類。�

⽂文化娛樂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應⽤用實例例-爸媽HOME-全國最⼤大安養護機構推薦平台 
 
Ø  加值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欄位�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名冊� 屬性(公/私立)、機構名稱、負責人、分區、地址、電話、收容對象、
核定收容人數�

臺南市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安養機構 � 編號、等第、名稱、地址、電話、負責人、主任、立案日期、可收容
人數�

嘉義縣立案老人安養護機構� 項次、機構名稱、負責人、核准床數、立案日期文號、住址、電話�
彰化縣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概況� 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人數、性別�

安養照護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應⽤用實例例-誰能領養我：台灣寵物認養 

Ø  加值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推廣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欄位�

動物認領養�
動物的流水編號、動物的區域編號、動物所屬縣市代碼、動物所屬收容所代碼、動物的實際所在地、
動物的類型、動物性別、動物體型、動物毛色、動物年紀、是否絕育、是否施打狂犬病疫苗、動物
尋獲地、動物網頁標題、動物狀態、資料備註、其他說明、開放認養時間(起)、開放認養時間(迄)、
動物資料異動時間、動物資料建立時間、動物所屬收容所名稱、異動時間、cDate等欄位資訊。�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民間協作 - 登⾰革熱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臺中市資料集應⽤用實例例1-停⾞車車⼤大聲公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欄位�
停車座標資料� 停車場、緯度、經度、位置�

臺中市民營停車場資料�
年度、編號、區別、核准字號、停車場名稱、公司名稱、
電話、通訊錄、建物內容停車場形式、使用層樓面積(平方
公尺)、停車場位置、土地標示、大型車、小型車、身障汽
車格位、機車、身障機車格位、使用期限、備註�

臺中市停車場剩餘車位�
停車場名稱、停車場地址、經度、緯度、收費時間、收費
費率、備註、汽車總車位、汽車剩餘車位、機車總車位、
機車剩餘車位�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案例例 

臺中市資料集應⽤用實例例2-樂齡⾏行行動導航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欄位�

大腸癌篩檢檢驗之醫事機構名單� 醫事機構名稱、郵遞區號、縣市別、地址、聯絡人、電話、
傳真�

口腔癌確認診斷及治療醫院名單� 縣市、分類、醫事機構代碼、醫院名稱、特約類別、醫院
電話、醫院住址�

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 醫院名稱、所在縣市、醫院住址�
乳癌確認診斷及治療醫院� 醫院名稱、所在縣市、醫院住址�



好應⽤用的好資料 



好應⽤用的好資料 

可規劃開放之資料集1 

資料⾯面向� 資料集�

交通運輸 
面向�

公車路線/站牌/動態(到站預估資料)、道路監視、測速照像、加油站、自行車租
借、捷運動態資料及各站旅運量統計、公有路外停車場及剩餘車位、即時道路
(道路挖掘)、充電站、固定式違規照相設備設置點、主要道路收費路段停車格資
訊、公車路線站點經緯度座標、客運路線班表�

觀光旅遊 
面向�

旅遊景點、商圈特色商家、古蹟、民宿、埤塘、重要濕地、珍貴樹木、運動中
心、活動、美食、觀光工廠、河濱公園行動餐車位置、活動、公共自行車租借
站及價格、夜市名冊、餐飲資訊及衛生優良店�

文化藝術 
面向�

博物館、寺廟、圖書館、街頭藝人、演藝團體、藝文活動、公共藝術、社區協
會、文化基金會、文化資產、古蹟資料、宗教團體點位�

教育資訊 
面向�

托嬰機構、立案幼兒園、學校通訊、學區、專業人員訓練表、客家文化園區、
社教機構分佈圖(含社區大學)、各校人數性別統計、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時間
表、各校折抵超編查詢、校園藝文活動�

健康照護 
面向�

醫療院所、產後護理之家、日間照護、救護車、哺乳室、衛生所及門診時間、
疫苗接種項目及時程、心理諮商服務據點、藥局、戶外無菸休憩空間、健康服
務中心、聯合醫院電子門診表�

ü 參考熱門資料集�



好應⽤用的好資料 

可規劃開放之資料集2 

資料⾯面向� 資料集�

公共資訊面向�
統計資料、性別圖像、Wifi熱點、訴願案件統計資料、歷年重大職災統
計、有線電視、地標資料、政府機構、民間機構、公廁、統計數據、國
家賠償事件處理情形統計資料、採購爭議案件分析�

產業經濟面向�

工廠、公有市場、各業者資訊(ex:電器承裝業、各區桶裝液化石油氣零
售業、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農產品、市民農園、漁港、合法資訊休閒
業者、特定行業、電子遊戲場業及資訊休閒業營業場所投保公共意外險
清冊、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清冊�

社會福利面向�
庇護工場、關懷據點(ex:社會救助、弱勢兒少社區照顧)、收容所、福利
機構、安置及教養機構、個案管理中心、災民避難收容所、早期療育通
報轉介中心、福利地圖、偏遠地區巡迴醫療服務�

地政城鄉面向� 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都市更新核定成果、土地開發許可案件、不
動產買賣資訊、土地徵收開發資訊、住宅補貼案件量統計表�

區里民政面向�
區里界圖、垃圾清運路線、區里人口(各里人數排行榜、各區人數統計
表)、性別圖(性別圖像)、族群統計(ex:各區原住民人數、客屬團體)、各
區各里簡易疏散避難圖、市民活動中心資料�

ü 參考熱門資料集�



好應⽤用的好資料 

⺠民間業者需求最⼤大的資料 

資料項⽬目� 說明�

觀光旅遊� 民眾觀光旅遊所需要的食/衣/住/行/育/樂相關，如Wi-Fi熱點、
天氣、景點、飯店、餐廳、伴手禮、自行車租借、停車場。�

文化休閒� 各地、各類型的展覽資訊(如演唱會、戲劇、展覽、舞蹈、講座、
親子、攝影、電影)�

購屋� 環境資訊、實價登錄、交通設施、災害統計等、公告土地現值。�

產業分析� 地區人口數、目標消費群的人口數、行業分布比例等。�

政府各單位⾃自⼰己在使⽤用的資料，就是⺠民間最想要的資料！ -挑戰&突破！ 



總結 

▸  國際與我國中央在開放政府資料以利利透明治理理、經濟發展上已有顯著成效。 

▸  要有好的應⽤用效益，多元資料的開放與資料品質是重要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