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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期電子報期電子報期電子報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發行日期發行日期發行日期：：：：10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壹壹壹壹、、、、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業務簡介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業務簡介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業務簡介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業務簡介                                                                    葉智銘葉智銘葉智銘葉智銘    

一、 前言 

政府機關網站相當於為民服務的虛擬門市，亦為與民互動、溝通之首要

管道，應善用網路提供各種便捷、即時、豐富多元的資訊，加強與民眾的溝

通互動，以資訊加值應用之個人化互動服務，滿足民眾需求。 

而基於提供整合式訊息服務，本中心爰規劃開發「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

整合服務平台」，目前計有 35 個機關(14 個一級機關，21個二級機關)上線

使用。 

二、 建置目標 

(一) 提供民眾市政訊息整合服務：將本府各機關發布之新聞、宣導事

項、活動消息等資訊彙整於本府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taichung.gov.tw)，提供民眾一站服務之即時市政網

站訊息查詢。 

(二) 建置前、後台共構型網站整合服務平台，採機關分工負責原則以提

升行政效率。 

(三) 建立市政網站訊息交換機制：藉由市政訊息整合於本府網站，提供

本府各機關網站、系統及府外機關單一訊息交換機制。 

(四) 加強市政網站資訊搜尋功能：充分整合各機關網站連結資訊，建立

完整之網頁資訊資料庫，加強本府網站搜尋服務內容及品質。 

(五) 建立開放式、模組化與元件化架構設計，因應未來彈性擴充與快速

調整，便於後續系統維護及業務發展需求增設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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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概況 

(一) 本府全球資訊網站從 99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後，截自 100 年 12

月 7日，計有 41,061,986 瀏覽次數，平均每日超過 10 萬瀏覽次數， 

100 年 4月份到 11 月份瀏覽人次圖如下所示： 

 

  

 

 

 

 

 

 

(二) 本府全球資訊網三大主要單元訊息發布「月平均」數量如下表所

示： 

單元名稱 訊息發布數量 

最新公告 150-200 則公告/月 

市政新聞 250-300 則新聞稿/月 

活動訊息 100-150 則活動/月 

(三) 為落實各機關網站定期檢視並即時更新網站資料，本府亦訂定「臺

中市政府各機關網站稽核檢測作業」，主要檢測重點項目如下： 

1. 失效連結檢測 

2. 網頁內容更新檢測 

3. 機關網站服務信箱檢測 

4. 各機關網站「政府公開資訊」項目檢核 

(四) 承上，本府亦成立「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維運工作小組」，協助

全球資訊網站重大措施之決策、建議及推動，並訂有「臺中市政府

各機關網站評比實施計畫」，希望透過網站評比機制，引導各機關

良性競爭，豐富網站服務內容，並表揚積極且認真負責的優良網

站，做為帶動及示範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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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來規劃 

基於訊息整合服務，本中心規劃將各機關網站分階段併入本府「網站整

合服務平台」，並加入 Web 2.0 資訊加值應用之個人化互動服務，如文章人

氣指數、個人書籤服務(如 Google 書籤、Facebook、Yahoo 書籤)、收藏服務

(提供會員可對網站資料進行收藏的服務，並提供分類與管理維護機制)、社

群評論/推薦服務(如使用 Facebook 對於網站資料內容進行評論/推薦，並將

評論/推薦內容主動發布於個人社群網站頁面中，與好友分享)、引用服務(於

外部的 Blog，設定引用本府網站資料)及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程式服務，做

為市民隨身生活導覽之工具，以提供更多貼進市民生活之便民服務。  

五、 結語 

網路的世界無遠弗屆，民眾的服務需求亦瞬息萬變，政府機關更應隨科

技時代變遷，掌握民眾獲知訊息的方式及相關網路工具使用習慣，以提供相

對應的服務，也期許我們的用心，能獲得更多民眾的鼓勵與肯定。 

 

 

 

 



 

4 
 

貳貳貳貳、、、、    警察局視訊會議系統警察局視訊會議系統警察局視訊會議系統警察局視訊會議系統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                警警警警察察察察局資訊室股長李政勳局資訊室股長李政勳局資訊室股長李政勳局資訊室股長李政勳    

一、 前言： 

(一) 臺中市幅員遼闊，西臨台灣海峽，東至梨山，面積為 2,214.90 平

方公里，人口數 2,659,828 人，警察局計有 14 個分局，員警數 7531

人，為節省開會成本及提升行政效率，乃建置視訊會議系統。 

(二) 本系統在 98 年 5月於前臺中縣警察局建置，續於 100 年合併升格

後移置本局繼續使用，並於去（100）年 10 月 26 日將本系統擴增

至前臺中市警察局第一至第六分局，現所屬 14 個分局均可同步視

訊會議，利用視訊網路免除舟車勞頓，並可讓分局幹部同仁直接

與會，俾上情下達不需轉述，多用網路少用馬路，充分發揮節能

減碳功效。 

二、 系統應用： 

(一) 局本部建置中央處理設備(MCU)及攝影鏡頭等，透過內部網路與多

個地點同時進行會議，並依其性質，將指定與會單位作視訊遠端

連線。 

(二) 本系統網路資源：使用本局現有內部網路，網路頻寬各為雙向 20 

M，而視訊系統傳輸速率，各點頻寬均設定為 1M 連線速率，以提

供穩定及快速之視訊環境。 

(三) 警察局所屬各單位辦理各項會議、業務講習（溝通）、教學、小型

演講、訓練等均可申請透過本系統同步舉行會議。 

(四) 本系統結合了音訊、通訊和視訊，可藉由網路傳遞會議資料，無

須列印紙本，局本部及各分局之報告資料或簡報，均可上傳本系

統公布，並和線上與會人員作互動與溝通。 

(五) 藉由整合會議麥克風控制系統，可擴充鏡頭控制功能由手操作變

為自動對準發話人。 

三、 使用現況： 

(一) 定期會報（週報及月報）。 

(二) 其他會議：學科常年訓練、特種警衛會議及業務講習、一般業務

溝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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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效益： 

(一) 本系統的使用，讓警察局從原傳統「約定開會」，提升為數位化

「馬上開會」，可即時溝通協商解決問題，提升行政效能。 

(二) 配合錄影系統，將會議過程完整錄製，並製成影片檔案置於內部

網路分享，可供同仁會後下載查閱。  

(三) 節省開會路程、時間及交通成本。 

(四) 利用警察局現有內部網路資源，達到「資源共享」目標。 

(五) 人力運用更具機動性，並提升工作效率。 

(六) 各項簡報、檔案及圖（影）片播放無時差，資料保密不外洩。 

(七) 主官及各業務主管指示(報告)事項，因全體幹部均與會，可貫徹

命令，減少轉述可能之缺失。 

(八) 未來可在現有系統上續行擴充，且可整合「電腦教室」電腦資源

進行教育訓練及利用筆記型電腦作外點虛擬私有網路（VPN）連線

進行「行動會議」，以提供更便利化及人性化之視訊會議功能，

並視會議場所之不同，有不同之應用。 

五、 經驗分享： 

(一) 單位之網路基礎建設需落實，且有足夠之頻寬才能讓視訊會議順

遂執行(建議單位頻寬在 20M 以上)。 

(二) 本系統基本配備含：視訊編解碼器主機（MCU）、視訊會議主攝影

機及視訊會議音源、影像、訊號輸出、入系統及「軟體授權」等，

操作人員需熟悉，並有即時視訊處理與應變能力，以確保會議之

順暢。 

六、 結語 

(一) 視訊會議系統已是成熟的科技技術，善用資訊網路頻寬進行溝通

互動，免去交通往返時間，並節省人力、物力及排除停車不便等，

實質達到節能減碳效益。 

(二) 善用視訊會議系統，可縮短單位（人與人）間距離，除節省空間、

時間及公帑支出外，更可隨時開會協商解決問題，以增進行政效

率與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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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便民眾至新市政大樓洽公或參與活動、會議時能隨時上網收發郵

件、查詢資料、瀏覽網頁，本中心已完成新市政大樓各樓層公共區域及

會議室之無線網路佈建。即日起，凡持有 Wi-Fi 無線通訊設備之民眾，

只要在新市政大樓一樓公共區域搜尋無線網路名稱 (SSID) 為

「Taichung-Guest」的無線網路訊號，毋需申請，即可於洽公時段免費使

用。另外二樓以上之會議室無線網路名稱(SSID)為「Taichung-Auth」，因

考量辦公區之安全性，使用者需先申請帳號，其相關使用規則及帳號申

請方式請參閱「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無線網路使用規則」。民眾對於無

線上網服務如有相關疑問，請洽文心樓 1 樓聯合服務中心服務台，或本

中心許家豪先生分機 22312 洽詢。 

◎ 因應行政院自今（101）年 1 月 1 日起組織改造，相關說明如下： 

一、今（101）年 1 月 1 日施行機關有行政院院本院、法務部、客家委員

會、中央銀行、中央選舉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 

二、請各機關同仁配合辦理如下： 

(一)請機關收發人員注意：有關行政院組織改造相關公文資訊，請機關

收發人員注意臺中市公文電子交換 eClient 公告，以利配合辦理。 

(二)請機關同仁更新通訊錄： 

1.若使用本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之機關，於開啟公文製作時，通

訊錄將自動更新。 

2.若非使用本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者（如地方稅務局、衛生所、學

校），請至行政院研考會公文 e 網通網站（http://www.good.nat.gov.tw/）

之資訊改造公文專區，下載公文製作系統通訊錄更新檔。 

(三)請機關同仁發文改用新機關全銜給新機關。 

◎ 本府已於去(100)年 12 月 29 日舉辦「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維運工作小

組第 2次工作會議」，會中並就去年度各機關網站評比結果進行討論。 

◎ 為配合直轄市版公文整合資訊系統衛生局導入作業，已於去(100)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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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辦理 2 階段教育訓練課程共 15 個場次，並於今（101）年 1 月 2 日起

上線使用。 

◎ 配合政府導入 IPv6 政策，建請各機關於汰

換資訊相關設備時，採購具備 IPv6 Ready 

Logo 標章產品，以及系統開發更新置換支

援 IPv6 程式碼，以避免未來轉換網路協定

時之困擾。 

◎ 去(100)年 11 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流量異常：

192.168.151.17（文化局）、172.18.104.109（中區公所里幹事蔡先生）、

192.168.211.6(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伺服器)、192.168.143.56（財政

局會計人事室吳先生）、172.18.41.13(霧峰區公所社會課李小姐)、

172.20.51.46(水利事務局雨水工程科江先生)、192.168.202.10(環保局

劉先生)、172.18.13.3(烏日區公所社會課)、172.18.11.36(石岡區公所

秘書室劉先生)及 192.168.151.58（文化局），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

公用電腦及網路下載私人及非法檔案，以免影響公務正常運作。 

 

◎ 為利本府今年各機關全面推動公文線上簽核，本中心預計於今(101)年春

節後召開「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公文線上簽核推動辦理說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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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級機關：民政局、秘書處、政風處、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社會局、環

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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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港區藝術中心、

勞動檢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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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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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大甲地政、清水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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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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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達到經驗技術交流，增進本中心資訊資源之策略運用，於去(100)年

12 月 23 日辦理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參訪活動。 

◎ 為順利推動 e 化公務系統上線，於去(100)年 12 月 26、27 及 28 日於新

市政大樓文心樓 6 樓電腦教室辦理「e 化公務入口網機關資訊人員教育

訓練課程」，由各機關指派 1名管理兼種子人員參加。 

◎ 為提升同仁對資訊安全之認知，本中心於去(100)年 12 月 29 日舉行本府

主(官)管及一般人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 ITIL（資訊技術基礎架構庫） 

ITIL 為 IT Infrastructure Library 之縮寫，是一套由英國政府的電腦

和電信局（The Central Comput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gency，

CCTA，現已納入英國政府商務辦公室 OGC–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開發，用於規範 IT 技術和服務的管理架構，特點在於讓 IT

人員在思考自身和部門定位時，不再僅以技術面向來思考，能夠從企業

營運的管理角度證明 IT 服務的價值，以達到降低成本、增加生產力、提

升服務品質的目標。 

◎ MKV 檔 

MKV 是一種新型多媒體封裝格式，與 AVI 格式相較，MKV 格式更為先進與

開放，可以把經過視頻編碼格式壓縮的視頻與 MP3 等音頻編碼壓縮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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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結合在一起的封裝格式，且 MKV 不僅支援 DivX、XviD 這些常見編碼格

式，亦包括一些 AVI 所不支援的如 Real-Media 及 QuickTime 等格式。 

◎ OCR 

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是「光學字元識別」的簡稱，

OCR 的主要用途是針對既有已存在之文件做文字識別，並將其轉換成電腦

所能辨識的電子訊號。 

◎ APT（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 

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主要是針對特定組織所做的複雜且

多方位的網路攻擊。APT 並不像病毒類型是短時間的大量攻擊，它往往長

時間的潛伏在企業內部，先從蒐集情報開始，找尋適合攻擊的目標或跳

板，最後再藉由這些目標對內部重要的主機發動攻擊。回顧本年度重大

資安事件，SONY、Yahoo!、Google、RSA、Facebook 和 Paypal 等大型企

業都是進階持續性威脅下的受害者。APT 攻擊特色為鎖定特定目標，發動

針對性的持續威脅，以長期竊取特定情報與資料換取商業利益為目的。

常見大量利用零時差漏洞、社交工程、惡意信件及魚叉式網路釣魚手法

攻擊，或植入 RAT 開啟後門程式，待資安防線門戶洞開後旋即大舉入侵

竊取個資。(摘自趨勢科技) 

◎ IPv6（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第 6版） 

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為現在普遍使用的 IPv4 下一代

協定。隨著各種網路相關應用的蓬勃發展，全球各地伺服主機及個人電

腦的增加，使得目前使用的 IPv4 位址已面臨嚴重不足的困境。IPv6 不

僅提供更大的定址空間，同時提供自動配置（auto-configuration）的

支援、更高的安全性、以及利用表頭中的優先順序欄位及流程控制標記

提供服務品質（QoS），使其比 IPv4 更適合多媒體類型的網路應用，也更

能安心地傳輸機密資料。 

 



 

10 
 

◎ XSS（跨網站指令碼） 

Cross-site scripting 簡稱為 XSS 或跨站指令碼或跨站指令碼攻擊，是

一種經常出現在 web 應用中的安全漏洞，它允許惡意 web 用戶將代碼植

入到提供給其它用戶使用的頁面中，對用戶的 web 安全構成巨大的威脅。

XSS 攻擊的危害包括：盜取各類用戶帳號（如登錄帳號、網銀帳號及管理

員帳號等）、控制組織數據（如讀取、篡改、添加、刪除企業敏感數據的

能力）、盜竊組織重要的具有商業價值的資料、非法轉賬、強制發送電子

郵件、控制受害者機器向其它網站發起攻擊。 

◎ Ultrabook 

Ultrabook 是最近常聽到的新名詞，它最早是在去(100)年 COMPUTEX 台

北電腦應用展由 Intel（英特爾）賦予的新定義。為了與蘋果公司的 Mac- 

Book Air 與 iPad 抗衡，Ultrabook 結合了筆記型電腦與平板電腦的功能，

並以輕、薄且具時尚感為機體造型，其規格厚度小於 20mm，重量小於

1.5Kg，續航力超過 120 小時，且可快速將系統從休眠中喚醒，是使用者

在平板電腦外另一項新的選擇。 

◎ Siri  

Siri 為蘋果專為 iPhone 4S 提供的新功能，除拓展了現有提供撥號、

音樂播放等功能的語音控制，更延伸報天氣、報時、搜尋資料或是 iOS 的

「提醒（Reminders）」，如同語音秘書，管理你的大小事情，就連設定鬧

鐘也不用自己動手，動口即可。Siri 系統跳脫過去類似單一字彙的你問

我答模式，直接辨識發問者的提問內容，甚至是藏在字後面的意思，也

能支援不同的回應方式，讓系統能以更自然的方式提供用戶所需的答案。 

◎ Transformer  

在平板電腦的世界裡，除了美國蘋果的 ipad，你不可不知道的另一款平

板電腦就是台灣華碩的 Eee Pad Transformer 俗稱變形金剛，Transformer 

有著可以和鍵盤合體的優點，加上軟體客制化做的很不錯，算是完成度

最高的 Android 平板，因此受到了不少歡迎，為市占率僅次於 ipad 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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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電腦。而去年 12 月華碩發表另一款 Transformer Prime (變形金剛第二

代)再度進化，背部採用了鋁合金的外殼設計，讓外型做的更有質感，同

時更加輕薄，重量僅 586 克，厚度也僅有 8.3mm，比 iPad 2 還要輕，同

時也更薄，拿在手上更沒有負擔，真可謂台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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