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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e化公務入口網簡介                陳立勳、粟桂玲 

壹、 前言 

員工是政府單位的重要資產，要能夠提供民眾正確、有效的服務，

員工的工作方式及運作效率是一項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資訊中心

一直致力提升系統的便捷性，以簡化繁雜的工作與因應瞬息萬變的民

眾需求。 

臺中市政府e化公務入口網，是將同仁平日例行的工作內容整合在

一個平台上，所有的成員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獲得機關單位所提供的

服務與資訊，譬如：公文系統、電子佈告欄、通訊錄、組織架構、人

事差勤資料、電子表單、待辦文件、討論區、電子信箱等等，並且結

合單一簽入的機制進行各系統間的帳號整合，同仁不用再記憶不同的

網址與一堆煩人的帳號和密碼，簡化業務的執行。 

貳、 專案說明 

本府目前借助各項應用系統來協助業務的執行，提昇管理及工作

成效，例如公文系統、電子郵件、線上申辦、會議室借用及人事差勤

管理系統等等，每個應用系統有各自不同的網址，以及各自一套帳號

管理方式。 

為了簡化同仁使用，資訊中心將不同的應用系統予以整合，提

供簡單、快速的登入平台－「臺中市政府 e化公務入口網」，以機

關內部資源整合作為設計的架構，提供使用者簡單易用的入口網

站，將基本資源包括機關同仁（人）、業務執行（事）、行事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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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地）、共享文件（物）等相關資訊系統及資訊整合，運作

方式如下圖所示： 

 

「臺中市政府 e化公務入口網」以 AD（Active Directory）目

錄服務為基礎，配合各機關組織架構，讓同仁經過一次身份認證

後，即可使用經授權的網路資源或應用系統，不受空間及時間的限

制，也更落實了使用者在各系統間帳號的整合與加強系統的資訊安

全。 

參、 計畫目標 

一、 健全 AD 目錄服務，訂定統一的機關全稱及簡稱以及各單位的代

碼表，以因應未來各應用系統介接時之遵循標準。 

二、 建立整合性的身份認證（驗證與授權）管理平台，所有的業務系

統可以透過這個網站獲得相關身份認證及授權，無需再到各系統

確認身份。 

 

     圖：單一簽入系統登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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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置 Web 入口網站，讓同仁能夠清楚瞭解機關的各項資訊，不

論這些資訊散居於何處，種類為何，都可以讓這些資訊在這個網

站呈現。 

四、 讓每位同仁能夠以個人化的方式存取系統及資料，滿足其在執行

工作時能以自己熟悉方便的使用習慣操作系統。 

圖：單一簽入系統平台 

肆、 未來規劃 

一、 建置帳號自動化整合服務系統，本府所有機關之目錄服務與各個

應用服務系統的整併，提供即時同步機制，以期符合資訊整合政

策並提升成本效益。 

二、 建置員工通訊平台，有效的分享機關內部之檔案文件資源、行事

曆、會議管理、公告等，並擬規劃個人化的即時訊息與待辦事項

的通知，使機關使用者能即時掌握最新的組織公布訊息。 

伍、 結語 

本府e化公務平台的推展必須能有效整合內部資訊與系統連結，因此

在開發過程中，許多規格需要確立統一的標準，包括作為組織架構的AD

系統，以及各應用系統介接及帳號整合的方式，這樣後續要加入的機關單

位或是應用系統，才有統一的規範可以遵循。新版入口網預計於明（101）

年初正式上線，期待藉由更完善的運作機制來提升整體作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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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簡稱 ICF)於荷蘭艾恩

德霍芬市(Einhdoven)及美國紐約時間 2011 年 10 月 21 日公布「2012 全

球 21 大智慧城市」（The SMART 21 of 2012）入選名單，本市以「U-Speed 

Taichung」象徵合併後大臺中的快速成長與蛻變，首次參選即獲入選，

從全球 400 多個參賽城中脫穎而出，躋身成為全球 21 大智慧城市之列。 

◎ 內政部辦理國土資訊系統「TGOS 平台加盟節點績效評比作業計畫」評選，

本府獲得「NGIS 流通服務獎」及「NGIS 應用系統獎」兩個獎項，且為唯

一獲得兩項獎項的地方政府，於 11 月 9 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頒

獎，由內政部翁主任秘書文德頒獎，本府由資訊中心賴科長正川代表領

獎。 

 

◎ 本府薪資管理系統已擴增臨時人員薪資發放功能，各機關同仁如有問題

可洽本中心林釗湧先生（分機 22119）諮詢。 

◎ 本府網路禁止使用非法穿牆軟體，違者本中心將視情節輕重公告。 

◎ 本府網路已整合 29 區公所，以利共構共享各項共通性資訊系統及資源，

協助各區公所資訊軟硬體系統之上線與維運，以強化網路使用品質與資

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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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92.168.218.11(交通局捷運處)、172.18.107.166(南屯區公所社建

科)、172.18.27.119(大雅區公所農建科)、172.20.44.52(農業局農地利

用管理科)、192.168.144.16(人事處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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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據「臺中市政府電子公文線上簽核試辦計畫」，本府於 9 月 16 日起試

辦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試辦機關為秘書處、人事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資訊中心、中區、西區、西屯區戶政事務所等 7個機關，並於 10 月

25 日召開第一次檢討會，共提出 18 項提案，其中 8項提案已完成、2項

需待行政院研考會協助(該會廠商初估 1 個月內可答覆)，其餘因涉系統

增修已請廠商評估修改時程，將持續列管追蹤辦理。另為利本府未來公

文線上簽核推動及增進本中心資訊資源之策略運用，於 11 月 16 日由本

中心張主任帶隊至水利署進行交流參訪，藉由此次參訪，做為本府公文

系統及單一簽入機制調整的參考。各機關同仁如有公文系統相關問題皆

可洽服務專線（04-27057397）諮詢。 

◎ 公文整合資訊系統自9月13日至10月11日止已完成第4階段導入作業，

共計 1個地政事務所及 20 個區公所完成系統上線作業；因應明年度區公

所將協助辦理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工作，原中市 8 區公所導入時程已提

前至 10 月 27 日至 31 日辦理完成(含相關教育訓練)。另配合衛生局導入

作業，共辦理 2階段教育訓練課程，其中第 1階段為筆硯基礎班 11 月 23

日至 25 日共辦理 5個場次，第 2階段為導入教育訓練預計於 12 月 26 日

至 30 日共辦理 10個場次。 

◎ 本府差勤系統第 2 期導入計畫第 2 階段預計導入北屯區公所、南屯區戶

政事務所、北區戶政事務所、清水區戶政事務所、豐原地政事務所、雅

潭地政事務所、中正地政事務所、捷運工程處、公共運輸處、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委員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動物保護防疫處、勞動

檢查處等 13 個二級機關。本階段教育訓練課程已於 11 月 3日至 28 日共

舉辦 9個場次；預計於 12 月 9日再辦理「種子、一般人員」1個場次。

各機關同仁如有差勤系統相關問題皆可洽服務專線(02-7722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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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20873)諮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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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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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級機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體育處、仁愛之家、葫蘆墩文化中心、

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戶政事務所：西區戶政、南屯區戶政、大里區戶政、石岡區戶政、東勢

區戶政、清水區戶政、豐原區戶政。 

地政事務所：中興地政、東勢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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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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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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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年度臺中市政府新版市長信箱（含人民陳情、1999）系統」預定於

明（101）年 1月份正式上線，為提昇系統管理者、各機關之研考人員及

承辦人員對本系統之瞭解，於 11 月 25 日、29 日及 30 日各辦理一場教育

訓練。 

◎ 本中心已於今（100）年 11 月 22 日至 29 日舉辦本府線上申辦整合服務

系統之相關教育訓練共計九梯次，其中各機關管理者教育訓練於 11 月 22

日至 23 日舉辦四梯次講習，另有關今年度擴增 15 項線上申辦業務部份，

於 11 月 24 日至 29 日舉辦五梯次講習。種子教師於參訓完成後，請協助

輔導機關內部相關業務承辦人員之系統操作，以利系統上線後受理民眾

線上申辦案件。 

◎ 有關本府辦理100年度推動民眾上網計畫(免費學習電腦課程)已於10月

17 日圓滿結束，本活動開辦以來一直深受市民好評，今年度共開訓 72

班(一般民眾班 63班、身障班 9班)，總參訓人數為 1382 人，(一般民眾

1299 人、身障民眾 83 人)，感謝市民的熱情參與，未來本府將更用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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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關資訊課程以服務更多市民。 

◎ 本府目前平均頻寬使用達 70%，中午尖峰時段更達 90%。經查發現主因為

對外存取網頁服務占用頻寬 95%以上，故於 11 月建置「網頁代理伺服

器」，期能提昇網路使用效能。 

 

◎ 為使各機關人員了解電腦防毒系統之防護架構及相關操作，訂於 12 月 6

日在新市政大樓 302 會議室辦理「趨勢雲端防毒防禦及操作說明會」，請

各公所、戶政所及地政所指派人員參加。 

◎ 為增進本府所屬資訊人員對於網路域名與 IP 位址發展相關知識，訂於

12 月 13 日下午 2時至 4時（共址發展趨勢研討 2小時），在文心樓 8樓

801 會議室辦理「網路域名與位會」，講師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劉執行長金和。 

◎ 為讓各機關有效管理電腦軟硬體資產，於 11 月 29 日和 30 日辦理「神網

PC 資產管理系統」教育訓練，講師為日月晶耀股份有限公司王僑賜工程

師。 

◎ 為增進本府同仁對於雲端運算應用之相關新知，再延續雲端應用議題，

於 11 月 8日在 A棟惠中樓 10 樓 1001 會議室辦理「雲端與數位生活發展

趨勢研討會」。 

◎ 為提升本中心同仁對於採購法的認識與了解，於 10 月 26 日辦理「政府

採購法實務探討研討會」，講師為彰化縣政府行政處採購科林中財科長。 

◎ 為增進本府同仁對於地理資訊與數位典藏資源相關應用，於 10 月 20 日

辦理「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資源與應用」研討會，講師為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廖泫銘研究助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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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T﹙資訊與通訊技術﹚ 

ICT 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的縮寫，ICT 產業

範圍包括硬體產業(含半導體、電子零組件等)、軟體/服務產業、通訊設

備產業、及通訊服務產業等。由於全球化網路的連結及無線網路無窮的

商機，讓 ICT 對全世界的經濟體、社會、企業及個人的影響與衝擊有增

無減。 

◎ i236 計畫 

智慧生活科技運用計畫簡稱「i236」計畫，為經濟部依行政院相關會議

擬定，並由經濟部智慧生活科技運用計畫推動辦公室負責相關推動諮詢

及服務。i、2、3、6分別代表：i：intelligent 智慧生活科技、2：二

個主軸，智慧城鎮(Smart Town)及智慧經貿園區(i-Park)、3：三種網路，

次世代寬頻網路、數位電視網路及感知網路、6：六項應用，安全防災、

醫療照護、節能永續、智慧便捷、舒適便利及農業休閒等六大領域。 

◎ 智慧城鎮(Smart Town) 

以 10 萬人的小鎮或行政區域為單位，推動無縫隙網路服務等智慧生活應

用，如智慧居家應用、遠距照護、智慧運輸、各種行動應用、節能永續

應用等服務。i236 計畫依選址機制，遴選出台北松山、南投埔里、宜蘭

3個智慧城鎮(Smart Town) ，讓民眾與政府體驗「精緻觀光」、「健康

照護」及「電子化行政管理」等新興服務。。 

◎ 智慧經貿園區(i-Park) 

在經貿園區及周邊生活圈，推動各種應用，如動態運輸規劃系統、智慧

能源資源管理、安全監控、虛實整合學習及行動應用服務等。i236 計畫

遴選出台中、高雄 2個智慧經貿園區(i-Park)，台中精密機械智慧產業

聚落為台中地區之實驗場域，以提升精密機械產業智慧化程度，進而提

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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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 Lab 

所謂的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是指：一個使用者驅動(user-driven)的

開放創新生態系統(ecosystem)，以企業-公民-政府合作為基礎；在這個

生態系統內，使用者得以主動參與研究、發展與創新的過程：在創意早

期階段中，納入使用者意見，以更進一步發掘新興的行為與使用者模式；

過「企業-公民-政府合作」納入價值網路(value network)的所有成員，

以消除技術發展與推動新產品服務間的隔閡；透過展現創新服務與商業

模式的可行性，提早分析新科技解決方案所引發的社會-經濟效益。 

◎ RFID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 

RFID 是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的縮寫，通常是由感應器

(Reader)和 RFID 標籤(Tag)所組成的系統，其運作的原理是利用感應器

發射無線電波，觸動感應範圍內的 RFID 標籤，藉由電磁感應產生電流，

供應 RFID 標籤上的晶片運作並發出電磁波回應感應器。RFID 其實早已存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像本市府新市政中心所使用的「門禁卡」、搭乘捷運

時所會用到的「悠遊卡」以及最近高速公路上開車族所使用的「e-Tag」

儲值卡，另外三軍總醫院更將 RFID 用於病人的識別，避免給藥錯誤，大

幅的提高備藥與給藥的正確性。 

◎ FLV﹙串流媒體格式﹚ 

FLV 是 Flash Video 的簡稱，是一種新的網路視頻格式。隨著網路視頻網

站的豐富，這個格式在日後也將會非常普及。它的出現有效地解決了視

頻文件導入 Flash 後，使導出的 SWF 文件體積龐大，不能在網路上有效

使用等缺點。一般 FLV 包在 SWF PLAYER 裡面，可以保護原始地址不易

被下載，從而得到保護版權的目的。目前 YouTube，NICONICO 動畫，Google 

Video，Yahoo! Video，MySpace 等大部分視頻分享網站均採用這個格式。

(維基百科) 

◎ QoS 

QoS 是 Quality of Service 的縮寫，指在網路通訊中，提供給用戶端一

定連線品質的服務。在一條實體線路可能為多家用戶所共享的情況，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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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租一條線路給客戶時，必須能夠提出 QoS 的保證，也就是維持一定

連線品質的保證，而線路租賃費用也就根據這個保證來決定。通常 QoS

可以由下列幾個參數來構成：「任何時候的保證傳輸速率」、「平均傳輸速

率」，與「最大延遲時間」。對於要求即時性的語音傳輸來說，一旦網路

上發生了流量過大的現象，可能就會造成暫時性的擁塞，以至於通話的

雙方感覺到暫時的延遲現象，或是語音品質降低，這都會使得雙方的對

話不順暢，此時，最大延遲時間的保證便顯得十分重要。 

◎ HDTV﹙高解析電視﹚ 

HDTV 的英文全名為 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是一種高畫質電視規

格，希望提供使用者更優質的欣賞環境，這種電視的規格相當高，規定

必須是寬螢幕 16:9 的方式顯示，畫質高達 1150 調掃瞄線，數位音效輸

出，但由於訊號必須是數位訊號，與目前各電視台的類比訊號不符合，

因此遲遲未能普及。 

◎ MBR﹙主啟動磁區﹚ 

MBR 是 Main Boot Record 的縮寫，指硬碟上的第一個磁區，當電腦啟動

開機時，會將它載入到記憶體中，其中包含了啟動電腦系統所需要的程

式碼，同時也指定了電腦系統要以哪一個分割區作為開機系統等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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