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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中市政府差勤及費用請領表單系統(WebITR)業務簡介 

                                             莊文宗 

一、 前言 

機關內部同仁差勤管理為一繁雜及重要工作，人事差勤的管理若透

過資訊系統除可節省印刷及紙本浪費外，也可提高差勤批核流程速度。

本府使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開發之「全國共享版機關內部差勤電子表

單系統」，並配合本府環境需求進行共同性資訊需求之客製化功能開發，

結合線上請領加班費及差旅費等功能，建置本府「差勤及費用請領表單

系統(WebITR)」。 

二、 建置目標 

本系統期在共構原則下，節省人力、財力，建置一套完整性與互通

性高的系統，俾利使差勤管理及費用請領資訊化、符合人事相關法規規

定、提升行政效率、減少資料錯誤率與重覆，並提供系統穩定及操作簡

便之作業方式。本系統區分為差勤管理與費用請領兩大子系統，差勤管

理子系統並配合指紋機管理系統建置，以無紙化方式紀錄同仁簽到退資

料，如圖 1。費用請領子系統則結合同仁加班費及公出差假旅費請領作

業，建構一貫化線上請領的資訊系統。 

三、 系統功能介紹 

差勤管理子系統提供給同仁完整的人事差勤功能，例如：簽核通知、

請假(公出差、加班)申請、個人差勤資料查詢，而差勤人事管理人員除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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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本系統架構 

了基本的功能外，可進行個人基本資料維護、差勤資料維護、產生統計

報表、表單進度查詢等等功能，本系統之畫面如圖 2，以下為差勤管理

子系統特色： 

(一) 提供電子表單批核訊息，同仁可透過收件匣即時知道待批的表單與

個人送出的表單批核進度。 

(二) 透過系統首頁公告可知道各項相關公告訊息，如同仁當日刷卡、差

勤異常、表單批核等通知訊息。 

(三) 因應各機關批核流程不同，各自擁有專屬批核流程；另，可依「特

殊職務」（如臨時編組）彈性調整，惟此需求目前需透過本中心系統

管理者辦理。 

(四) 單位長官可依據所屬層級，查詢及了解所屬同仁出勤狀況。 

(五) 人事管理人員可依機關差勤規定，調整各項功能參數，如：中午刷

卡時間、代理人設定是否可跨其他單位等。 

(六) 針對權責分工，可對不同差勤管理子系統之人事管理人員設定不同

權限，例如管理哪些單位、管理哪些職務人員之差勤等。 

(七) 擁有所屬之組織樹架構，讓差勤管理子系統之人事管理人員清楚了

解機關內部層級架構，以利調整單位層級及人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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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差勤管理子系統畫面 

費用請領管理子系統提供同仁加班費、差旅費線上申請作業，讓機

關總務、會計及出納人員等可透過費用請領管理子系統辦理請領相關作

業(如：彙整、審核、轉存)，本子系統畫面如圖 3，功能特色如下： 

(一) 依權責分工，指派各種不同角色及授權。 

(二) 依權責劃分，可針對不同人員設定管理範疇，例如：管理哪些單位，

還是管理機關內全部單位。 

(三) 一貫化之線上請領作業，各關卡負責人員(如：總務)完成線上簽核後，

才能送至下一關卡負責人員(如：會計)，以接續請領作業。 

(四) 可依不同的費用請領科目別設定，不受其他機關影響。 

(五) 可透過線上查詢或相關列印報表，提供線上轉存銀行所需格式電子

檔。 

圖 3：費用請領管理子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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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介接成果 

與其他資訊系統介接，以達資訊資源共享，提升系統便利性、整合

性，目前本系統與其他系統介接情況如下： 

(一) 與本府 e化公務入口網介接：同仁可於 e化公務入口網首頁「差勤

系統」頁籤即時獲得相關資訊，如待批核表單、已完成表單、代理明

細、刷卡資料等，並可直接點選相關鏈結以進入差勤及費用請領表單

系統，如圖 4。 

圖 4：WeITR與 e化公務入口網介接畫面 

(二) 與行政院研考會 e公務精靈介接：同仁透過 e公務精靈之重要通知

功能，可同步得知差勤待批核表單件數、表單送出被退回或出勤異常

通知等資訊，如圖 5。 

(三) 與本府薪資管理系統介接：提供臨時人員差勤資料(如請假、曠職等)，

讓本府薪資管理系統負責人員可即時查詢差勤相關資料，以協助核定

薪資作業。 

(四) 與各指紋機提供之指紋機管理系統介接：指紋機管理系統收集同仁

出缺勤紀錄後，可透過本系統提供之定時自動上傳機制，讓同仁即時

查詢到自己的出缺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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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WebITR與 e公務精靈介接畫面 

五、 推動概況 

本中心自前(99)年 12月 25日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以來，持續推動

差勤及費用請領電子化工作，希望將本系統推廣導入至本市各級機關，

截至今(101)年 6月底，本系統推動情況如下： 

期程 導入機關 導入系統 使用人數 

99年 

(第一期) 

24個一級機關 

2個二級機關 
差勤、費用請領系統 5,253人 

100年 

(第二期) 

1個一級機關 差勤、費用請領系統 
1,831人 

25個二級機關 差勤系統 

101年 4月 

(第二期) 
13個二級機關 差勤系統 783人 

預計 101年 6月 

(第二期) 

1個一級機關 

11個二級機關 
差勤系統 748人 

六、 結論 

差勤及費用請領表單系統採共構、共享為原則，提供本府各級機關

使用，除節省公帑，達到統一管理目的外，同仁也漸熟悉使用電子化作

業完成差勤及費用請領線上作業，未來我們將更致力於提昇系統效能，

如增設負載帄衡器，及統整各機關需求進行客製化功能增修，以期讓系

統更具便利性及提升系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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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智慧型手機帄台之群雄割據                   許家豪 

 

 

 

 
 

高科技產業的遞移可謂瞬息萬變，軟體面的群雄割據似已撥雲見日，但

硬體方面卻是風起雲湧，2011 年 8 月 15 日，一條消息震動了智慧型手機

產業：全球搜尋龍頭 Google（谷歌）和昔日手機老大哥摩托羅拉（Motorola）

宣佈達成協議，前者將以 125 億美元收購摩托羅拉行動通訊部門，這意味

著 Google以 Android 帄台坐上智慧型手機系統霸主的寶座之後，有望整合

軟硬體生產能力並直接進軍智慧型手機市場，正式對蘋果宣戰。 

Google與蘋果兩大陣營，整軍備戰，背後更有微軟(Microsoft)的 Windows 

Phone 7 (以及最近推出的 Mango)，隔山觀虎，伺機而動。這場戰役，遲早要

發生。根據科技產業市調機構（Gartner）2011年 8月份公布的最新統計資料，

2011年第二季，Android 手機已奪下全球四三〃四％智慧型手機市場，2010

年同期才一七〃二％。相較之下，蘋果手機的全球市佔率從 2010 年第二季

的一四〃一％，只成長到 2011年的一八〃二％。可以明顯看出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智慧型手機銷量可說是大幅躍進。 

www.tecstories.com http://news.gam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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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蘋果、微軟、Sony Ericsson等公司組成的聯盟，以 45 億美元成功競

標下擁有的超過 6,000 項專利的加拿大電信設備廠商後，對非蘋陣營來說，

Google 買下摩托羅拉，不少科技業人士認為主要是為了收購摩托羅拉行動

通訊部門擁有的大約 17,000 項科技專利，特別是無線通訊基層之 2G 與 3G 

領域擁有明顯的專利優勢，以及未來在 4G LTE 基礎專利領域也位居領先地

位，進軍智慧型手機硬體市場反而不是重點。 

Android 帄台未來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於智慧型手機市場，而是來自專

利權戰場，而專利戰的關鍵，在於專利強度，不在專利數目，專利可分為「無

齒」專利，和「有齒」專利（指有攻

擊性）。前鴻海法務長周延鵬分析，蘋

果的專利權組合、攻擊有效性，遠勝

Android陣營。有關蘋果、宏達電(HTC)

專利侵權訴訟案，2011 年 12 月 20 日

凌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終審

裁定宏達電之 647號專利(電話撥號使

用者介面，即俗稱的資訊觸點撥號專

利)部分侵犯蘋果 iPhone 專利，導致未來宏達電部分手機在北美市場，將無

法銷售。 

除了產品、標準的爭戰，兩軍打得更是商業策略之競賽。蘋果與 Google 

的企業文化截然不同，蘋果的策略，像是收高價門票的遊樂園，付得起門票，

才進得來。一旦進來了，就只能享用蘋果建置的遊樂設施（iTunes、App Store）。

目前，蘋果遊樂園吸引了八萬個軟體開發廠商，在遊樂園內建設五十萬種應

用程式。蘋果的 iPhone手機整合軟、硬體，相互依賴的產品結構，讓蘋果開

發出最佳的產品性能。 

眾所皆知，Android帄台的最大優勢在於其「開放性」、但最大劣勢也在

於「開放性」。Google 參考了微軟當初搶佔 PC 市場的商業策略：將其帄台

開放給許多終端硬體廠商以達到「機海戰術」的目的，同時 Android帄台免

費授權給業者並給予「後勤支援」，且業者可「自由開發應用程式」；目前

Google 吸引了兩萬名軟體開發廠商，開發了二十五萬個應用程式(Android 

Market)，然 Android的帄台必須面對百來種不同的硬體、應用程式、數種版

www.wantchin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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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作業系統等等。Google 如此分包給別人經營的模組化架構（modular 

architecture），雖然更有彈性，能更快推出產品、回應市場需求，但卻犧牲了

產品品質。 

Android 帄台免費授權給業者並給予完整的後勤支援，如此對手機的系

統廠商有利，而有能力的廠商，可以快速地設計出自己專屬的人機介面，創

造出自己的特色，但是，資源不夠的業者，卻更會以價格競爭，殺價競爭的

老戲碼將重演。而在這場價格戰中，比台廠更猛、更有力的參賽者，莫過於

大陸業者。昔日專做假冒偽劣的大陸山寨業者。今年，一家擁有快牛文化的

手機廠中興(ZTE)，與一家深具狼性風格的手機廠華為(HUAWEI)，已經竄到

全球第五、第九大品牌。兩家大陸手機廠不斷地壓低智慧型手機帄均單價，

未來一年內，低價智慧型手機將有機會下探到一百美元，低價爛戰，台灣躲

不掉。 

綜觀戰場地圖上，一方是以鴻海為首謹慎幫蘋果代工的台商代工軍團，

另一邊則是由宏達電為領軍的台灣 Android 自有品牌手機供應鏈。同時間，

北有以「速度」聞名的最快追隨者韓國三星(SAMSUNG)、西有低價競爭強

者中國業者，以及微軟正結合諾基亞推出新一代的智慧型手機作業帄台「芒

果」（Mango），全力搶攻市場。稍有不慎，台灣供應鏈就會遭到殲滅。大戰

即將開打，台商除了忙著選邊站，更值得思考的是，手上還握有哪些「有齒」

的好武器(專利)。否則，光靠高生產效率與低成本的製造能力，白白浪費了

眼前這場標準、帄台的「破壞式創新」機會，只能永遠扮演為人作嫁的代工

鏈。  

                                             (參考：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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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智慧城市論壇(ICF) 創辦人Mr. John Jung

將於 5月 7日至 5月 8日拜訪本市進行實地訪

查。 

◎ 本府公文線上簽核各機關全面實施辦理說明會已於本(101)年 2月 10日

下午假集會堂辦理完成，第 1梯上線機關已於 3月 26日起實施線上簽

核;第 2梯上線機關之教育訓練於 4月 17日至 5月 4日辦理，預定於 5

月 7日起實施線上簽核，請上線機關同仁踴躍參加。為確保訓練成效及

掌控上課人數，教育訓練不接受現場報名，請參訓者事先自行至臺中市

公務人力訓練中心網站（http://selectexam.tccg.gov.tw/）報名。本中心自

3月 1日起提供客服專線，客服電話為（04）2228-9111 分機 22570，同

仁若有系統操作相關問題，皆可洽該專線諮詢。本府全面推行預計辦理

時程如下: 

梯次 機關名稱 教育訓練時間 上線時間 

1 

(42機關) 

財政局、民政局、法制局、政風處、地

政局、主計處、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生命禮儀管理所、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26區戶政事務所(中、西、西屯區除外)、

10地政事務所 

101 年 3月 5

日至 3月 23日 

(1796人) 

101年 3月 26

日 

2 

(27機關) 

文化局、水利局、原民會、農業局、經

發局、警察局、客委會、消防局、新聞

局、勞工局、大墩文化中心、葫蘆墩文

化中心、港區藝術中心、屯區藝文中心、

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動物保護防疫處、

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勞動檢查處、就

業服務處、8區公所(原台中市)  

101 年 4月 17

日至 5月 4日 

(2058人) 

101 年 5 月 7

日 

3 

(48機關) 

觀光局、社會局、風景區管理所、仁愛

之家、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21

區公所(原台中縣) 、22市立托兒所 

101 年 6月 13

日至 6月 29日 

(2281人) 

101 年 7 月 2

日 

4 

(16機關) 

建設局、衛生局、都發局、教育局、交

通局、公共運輸處、捷運工程處、停車

管理處、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家

庭教育中心、體育處、保安警察大隊、

刑事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婦帅警

察隊、少年警察隊 

101 年 8月 

(2335人) 
101年 9 月 

5 

(15機關) 
環保局、警察局 14分局 

101 年 9月 

(2062人) 
101年 10 月 

訊息報報 

http://links.taichung.gov.tw/tcf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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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臺中市政府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計畫」於今(101)年底各機關

學校全面推動公文線上簽核作業，各級學校公文線上簽核教育訓練第一

梯次預計於 5月 23日至 6月 1日辦理，地點在臺中市公務人員訓練中

心 7樓，預計辦理系統維護作業 2場、文書作業 2場、檔案管理作業 2

場及種子人員作業 8場及主管人員作業 2場，共 16個場次，並預計於 6

月 4日上線。 

◎ 三月份防毒系統監控發現感染病毒排行榜前 2名為下列 IP： 

（一） 市政大樓：192.168.217.168(地政局重劃科)病毒數 197隻(大部份

為隨身碟病毒)、192.168.81.1(社會局秘書室、社工科)病毒數 96

隻(大部份為 IE暫存檔病毒)。 

（二） 陽明大樓：172.20.37.11(教育局國教科)病毒數 32隻(大部份為隨

身碟病毒)、172.20.29.25(原民會)病毒數 26隻(大部份為隨身碟病

毒)。 

（三） 八區公所：172.18.100.57(東區公所)病毒數 66隻(大部份為隨身

碟病毒)、172.18.107.103(南屯區公所) 病毒數 34隻(大部份為使

用者暫存檔病毒)。 

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隨意從家中攜帶隨身碟存取公務資料，以免資料

外洩或影響公務電腦正常運作。 

◎ 三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72.18.15.71 (龍井區公所政風室)、192.168.175.14 (法制局消保科)、

192.168.216.136 (地政局測量科)，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公務電腦上

網下載私人及非法檔案，以免影響市府網路正常運作。 

◎ 因應各機關持續納入本府 GSN-VPN，為提昇網路品質，本中心自今（101）

年 3 月起陸續更新調整網路設備，並建置網頁代理伺服器，以提昇網頁

存取速度。同時為有效管理、應用及分配網路資源，目前並管制上班時

段（星期一至星期五、08:00~17:00）影音串流、無名及 YouTube等網站

之總流量為 10Mbps，及各使用者端上網速率為 512Kbps。外點機關(納

入本府 GSN-VPN)如遇網路不穩定及上網速度慢之問題，除可能係因正

值本府網路設備調整所致，亦發現部份為外點機關 VPN端電路問題。如

有網路使用問題可先撥打(04)22289111 轉 22550 洽詢本府維護廠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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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外點機關單點網路異常，尚未納入本府統一維護之區公所請逕洽貴所

維護廠商或中華電信協助排除電路問題。 

◎ 本中心規劃開發之「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帄台」，於本(101)年

度進行改版暨擴充功能，截至 3月底止，已完成 44個機關需求訪談，並

於 4月 13日進行各機關需求訪談結果確認會議後，全案進入系統開發階

段。除此之外，因應民政局等共計 11個機關網站擬一同併入本案建置，

於 4月 18日與原開發團隊進行契約變更完成。 

 

◎ 差勤系統第四階段導入預計本(101)年 5月 14日開始，預計辦理 1場人

事管理人員教育訓練、2場種子人員教育訓練及 7場一般同仁教育訓練，

共計 10場研習，敬請上線機關同仁準時參訓。本中心將俟上線機關同仁

報名結果，如有名額將於 5月中旬公告於系統公告區，歡迎有需求同仁

報名參訓。 

◎ 為有效落實資訊安全，本中心於 101年 4月 19日下午 1:30~下午 4:30（共

3小時），假本市府新市政大樓 A棟惠中樓 4樓 401會議室，舉辦「ISO 

27001 的系統管理及機房管理實務」講習，特別邀請「漢翔航空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資訊處電腦通訊組－阮文聰組長擔任講師，講授主題包含： 

(一) ISO27001 介紹 

(二) 實體與環境安全管理 

(三) 通訊與作業管理 

(四) 存取控制管理 

(五) 資訊安全事故管理 

(六) 營運持續管理 

◎ 為了因應 IPv4位址即將用罄，IPv6升級已經是勢在必行，本中心將於

101年 5月 3日 9：00 ~ 17：00（共 6小時）假本府新市政大樓 4樓集會

堂，舉辦「IPv6協定及互通演進技術講習」會議，期能幫助同仁了解 IPv6

相關知識，以配合自己業務妥為因應。 

 

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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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於 101年 4月 20日上午 9：00~12：00（共 3小時）假本府惠中

樓 9樓 901會議室辦理「智慧生活與電子發票」講習，邀請「財政部財

稅資料中心」盧高級分析師志山先生擔任講師，講授主題包含： 

(一) 夢想雲端：電子發票的進程與目標 

(二) 戀戀雲端：電子發票的意義與效益 

(三) 挑戰雲端：電子發票的推動策略 

(四) 漫步雲端：電子發票的具體作法 

(五) 智慧雲端：電子發票與智慧生活 

◎ 個資法風暴來襲，為因應個資法的衝擊，本中心已於 101年 4月 24日

下午 1：00~4：50（共 4小時）假本府惠中樓 9樓 901會議室，舉辦「迎

接個資法 防禦全壘打」資訊安全研討會，並邀請「達文西個資暨高科

技法律事務所」郭詠晴律師、「趨勢科技」黃源慶顧問、「台灣微軟」蔡

宗佑經理擔任講師，講授主題包含： 

(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面面觀(郭詠晴律師)。 

(二) 挑戰個資不外漏、三不政策效率優(黃源慶顧問)。 

(三) 2012年資安面面觀-從雲講到端(蔡宗佑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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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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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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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區藝術中心、勞動檢查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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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地政事務所：大甲地政、清水地政。 

(五) 區公所：西區區公所、北屯區公所、大安區公所、太帄區公所、 

           和帄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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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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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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 

App 是「Application」的縮寫，而「Application」就是「應用程式」或「應

用軟體」的意思。廣義來說電腦裡的各種軟體都可稱為 App，但近年來

由於智慧型手機的流行，所以 App 這個字眼狹義地泛指智慧型手機內的

應用程式。 

◎ Web 2.0： 

Web 2.0不是 Web軟體的新版本也不是新技術，而是一個觀念，去界分

網頁服務性質的一個時代，早期 Web 1.0時期，網站服務主要是下載和

閱讀，所以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搜尋資料，而 Web2.0的主軸是上傳和分

享，是由每個網路使用者協同合作及分享各種資訊與內容的網路現象，

其中最關鍵性的工具是"創造某種聯繫關係"，使得可供分享的資源變得

更豐盛。 

◎ ISM頻段： 

即工業(Industry)，科學(science)和醫用(Medical)頻段，一般來說世界各國

均保留了一些無線頻段，以用於工業，科學，和微波醫療方面的應用。

應用這些頻段無需申請許可證，只需要遵守一定的發射功率（一般低於

1W），並且不要對其它頻段造成干擾即可。ISM頻段在各國的規定並不

統一。如在美國有三個頻段 902-928 MHz、2400-2484.5 MHz及 5725-5850 

MHz，而 2.4GHz為各國共同的 ISM頻段，因此一般所指的 ISM頻段為

2.4GHz，大家所悉知的 Wi Fi無線網路即使用此頻段傳輸訊號。 

◎ CAI： 

CAI（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電腦輔助教學，是以電腦來進行輔

助教學，為幫助學生學習的一種教學方式。其沒有一般教學媒體單向教

學的缺點，而特色是運用電腦特有的交談方式或互動方式的功能來引導

介紹教材。它是一種比傳統教學更有效率的教學方法，並可依據每個學

名詞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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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需求而設計出適合的教材。CAI最大的優點是可透過反覆練習進而

增強學習效果。 

◎ IDC： 

IDC (Internet Data Center)網路資料中心，是一種大型的資料中心，一般

提供網路基本服務、主機代管、主機出租、異地備援、網路管理與監控

等服務，亦提供機房消防與門禁控管等設施。 

◎ RAID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獨立磁碟冗餘陣列，一般

簡稱磁碟陣列(Disk Array)，這種技術可以讓多個相對便宜的獨立硬碟組

合成一個硬碟組，硬碟組的性能可以達到甚至超過一個價格昂貴、容量

巨大的硬碟；並且硬碟組裏還提供了資料恢復功能，當硬碟組內的硬碟

出現故障時，其他硬碟會將該硬碟內的資料進行恢復，保護資料的安全。

使用者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來選擇合適的級別，硬碟組比單顆硬碟有增

強資料整合度，增強容錯能力，增加處理量或容量等優點。 

◎ GIS：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地理資訊系統，其被使用在處理地

理資料及協助空間決策的電腦系統，具備地理資料輸入、處理、管理、

分析、及輸出的功能。目前 GIS被廣泛應用於各級政府單位，用來提升

其規畫、管理、及空間決策之能力。近年私人企業亦開始利用 GIS技術

來提升其市場競爭力。(摘自內政部資訊中心網站) 

◎ OGC： 

OGC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協會，成立於

1994 年，為一個由民間公司、政府單位及學術單位共同參與之國家組

織，其任務為結合現代資訊技術，制定各種能夠讓異質空間資訊進行互

操作之標準與規範。OGC所制定的標準大致可分成編碼(encoding)標準

及介面(interface)標準兩大類。編碼標準主要制定地理資料之標準格式，

如 GML、CityGML、OGC KML、SensorML等；而介面標準則制定地

理資訊傳遞或發佈之方式，其主要以網路服務技術(Web Service)為基礎，

通稱為OWS(OGC Web Service)，許多常見的OGC標準介面，如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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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S 、WCS、及WPS等，皆是由 OWS發展而來。 

◎ GML： 

GML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地理標記語言，為一種用來描述地

理圖徵(geographical features)的資料編碼標準，可於網際網路環境以公

開方式儲存與傳輸的地理資料。在GML之中，真實世界的實體(instance)，

被稱為圖徵。圖徵可以透過特定的屬性來進行描述，像是幾何屬性，例

如區位、形式、以及範圍。或是非幾何屬性，例如顏色、速度、密度等

等(Lake，2004)。而 GML的核心綱要(core schema)提供了不同類別的物

件，用來描述地理資訊，包括圖徵、坐標系統、幾何、位相關係、時間、

度量單位以及概括值(generalized values)。 

◎ UPS：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不斷電系統，顧名思義就是當停電時

能夠持續供應電力的設備。一般情況不斷電系統被用於維持伺服器或醫

療儀器等精密儀器的不間斷運作，防止伺服器數據丟失，或儀器失去控

制。而且現在的 UPS都有穩壓過濾突波的作用，可以延長硬體的壽命，

避免停電的時候伺服器突然間的斷電造成內部軟硬體的損壞。 

 

葉亘芙    職稱：設計師                  報到日期：101.03.30 

服務單位：資訊中心應用服務科 

步入職場6年多了，終於遇到

這個進入大型資訊專業單位服務的

機會，記得幾個月前來資訊中心面

試時，裡頭忙碌的氣氛便令我印象

深刻，這表示著，如果有機會來到

這裡服務，一定可以好好磨練自己

的工作能力。 

雖然這一直是我多年來所嚮往

的工作，但幾週前接到錄取通知後，準備報到的心情倒是十分複雜，除了期

待之外，伴隨的是既緊張又擔憂。而在真的踏進這扇大門後，同事們的熱情

人事動態 

亘芙(左 1)與家人合影。 

新進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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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隨和才讓我發現，一切的擔憂都是庸人自擾，因為在這個臥虎藏龍的辦公

室中，每個人都會積極地為你所提出的問題給予專業的建議。未來的職場生

活，我相信將會是十分充實而有意義的！                        
 
 

楊傑策    職稱：助理設計師               報到日期：101.03.30 

服務單位：資訊中心應用服務科 

新生活，新挑戰! 

經歷十多年的工作以及多次的

考試，終於能到公家單位任職，心

中的喜悅自是不能言喻！而十多年

飄盪的心，也終於能安定下來。 

到新的單位，新的工作內容與

以前的工作相似，但主客互換並且

更注重規畫主導面，正可以將以往

在工作上及書本上所學的加以發揮，

這對我來說很有挑戰性，但有激盪

才有燦爛火花，人生才有美麗回憶，生命也才有成長，因此面對新生活新挑

戰，我欣然面對！ 

人常說 “身在公門好修行” 也希望藉著我的工作能造福更多人，使更

多人能過更便利的生活!  
 
 

 

賀  粟高級分析師桂玲     

榮升環境保護局資訊股股長 

 

賀  蘇管理師秦文 

榮升南區圖書館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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