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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公文線上簽核推動辦理情形※                                        許振華  羅珍妮 

一、前言 

依據行政院99年1月25日院授研訊字第0992460081號函附「電

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國各機關實

施公文電子化處理，並實施線上簽核作業，達成減紙 30%及公文處

理全程電子化的目標。本府因正值 99 年底臺中縣、市合併成直轄市，

組織架構變動、陳核層級亦不相同，故原縣市資訊單位於合併前即

統籌規劃合併改制直轄市後各級機關、學校暨區公所皆適用之公文

整合資訊系統，以因應合併改制直轄市作業的需求，並以此平台擴

增線上簽核作業模組，達成各機關收文簽辦或創簽稿、逐級簽核至

主管或首長決行及線上調檔等作業，以電子化方式處理，達到節能

減紙的目標。 

二、本府共構公文整合系統導入歷程： 

(一)公文整合系統導入及線上簽核導入規劃： 

由於合併後承辦人數量眾多，上線時程急迫，且各機關改制後之

運作模式亦需再釐訂，故將線上簽核部分暫緩推動，俟承辦人對

公文流程及公文製作操作方式都熟悉後，再推行線上簽核。 

(二)文書處理流程的調整： 

合併改制後，原府內各單位皆升格為各機關，各機關行政單位皆

有獨立之總收發及檔案管理，公文管理系統作業流程需考量增設

流程控制，說明如下： 

1. 收文流程：依機關別設置收文人員，設定收文人員可分文之承

辦單位。單位退分亦僅退回機關別總收文單位。 

2. 發文流程：依機關別設置發文單位，各承辦單位發文設定，依

所在機關科室送至對應機關別之發文單位。 



3. 歸檔流程：依機關別設置檔案室，各單位存查歸檔公文及發文

公文依所在機關送至對應檔案室，不區分府號或機關號。 

(三)重新編訂機關文識別碼： 

合併改制後組織重新編制，重新編制一級機關文號識別碼。 

(四)機關電子交換憑證申請： 

合併改制後府內單位升格為獨立機關，需申請電子交換憑證以利

進行電子公文收發作業。 

(五)各機關公文管理系統： 

府內單位升格後成為機關，由市府收文部分由秘書處自行決定掛

號分文或採簽收簿登記送各機關自行收文，各機關公文管理系統

雖共構但只能查閱本機關之資料。 

(六)系統硬體設備的擴充： 

1. 因縣、市原系統硬體設備皆已達報廢年限，主機效能與儲存空

間皆不足因應合併改制後使用的人數及資料量增加，且原系統

至少合併後一年內仍需保留供查詢，故系統硬體設備採全部重

新購置。 

2. 整併後硬體架構圖如下: 

 

 

 

 

 

 

(七)各機關分階段導入上線的時程： 

1. 第一階段(99.12.25 上線)：包括各一級機關及縣、市機關整併

後原系統已無法使用者(如警察局、財政局)，或新成立之機關

無系統可使用者(如客委會、原民會)。 

2. 第二階段(100.03.01 上線)：導入之機關為第一階段未上線之

二級機關，因原系統仍可使用較無急迫性，故可由機關自行決

定導入日期。 

3. 第三階段：尚未上線機關除地方稅務局及各衛生所外，預計於

100 年年底前全數導入。 

4. 第四階段：各級學校預計於 101 年年底前分批導入。 

三、本府公文線上簽核的推動： 



本府依據行政院「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成立電子公文

節能減紙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共 7 人，由副市長擔任召集人、副秘

書長擔任副召集人、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執行秘書（兼

委員），其餘委員由秘書處處長、人事處處長、財政局局長、主計處

處長等兼之。工作小組負責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目標與計畫擬

訂、執行與成效檢討，並辦理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相關作業(如擴大公

文電子交換及提升電子公布欄應用、公文線上簽核作業等)。 

考量本府改制升格，在行政院方案推動時程不變之前提下，先

行協助本府各機關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之建置作業， 配合上述工作小

組研訂之推動時程，資訊中心訂定本府「電子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試

行計畫」，以本府建置之公文管理整合系統，整合電子檔案及實施憑

證加簽之線上簽核機制，並擇試辦機關進行電子公文線上簽核試辦

作業，視試辦情形再行檢討規劃，採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動，達到

節能減紙的效益。有關試辦方式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作業分工： 

1. 由秘書處文檔科負責彙整統計各機關績效指標（線上簽核數、

電子公布欄張貼數），並負責文書及檔案管理相關事宜(如確認

符合文書處理手冊規範之線上簽核流程及電子公文調卷、歸檔

作業等)。 

2. 由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管制考核組負責執行績效考評，並召開

本試行計畫執行小組檢討會議。由資訊中心負責提供線上簽核

資訊技術、設備支援及系統操作諮詢，辦理資訊教育訓練。 

3. 由試辦機關人事單位負責統籌自然人憑證集體申辦相關事宜。 

4. 各試辦機關檢視機關憑證數量，依需要事先申辦，並指派種子

人員負責同仁電腦環境設定、讀卡機安裝及作業指導，同時配

合實施及推廣公文線上簽核，達成前揭減紙目標。 

（二） 試辦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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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試辦期間：100 年 9月 16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四）試辦公文類型：以府一層決行案件、對外會核公文、附件為實

體資料、密件、上行簽、專案列管案件、附件已抽換或附件為

壓縮檔者、保存年限 15 年(不含)以上等暫不實施。 

（五）試辦目標：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達減紙目標 10%。 

（六）教育訓練：為讓本府試辦機關同仁熟悉電子公文承辦方式，預

定在 9月 13 日至 21 日辦理公文線上簽核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分「承辦人作業」、「種子人員」、「主管作業」及「系統作業流

程」等 4種共計 13 場次。 



四、觀摩研習： 

為借鏡其他縣市及機關的推動案例，以作為本府規劃之參考，

本中心除於 7 月 18 日、19 日分別前往臺北市政府及宜蘭縣政府取

經學習外，亦於 7月 26 日辦理「公文線上簽核經驗分享專題講座」，

邀請到水利署資訊室蘇瑞榮主任及新竹縣政府綜合發展處資訊科沈

慧虹科長進行經驗分享，承蒙相關長官及參與人員的傾囊相授，為

本府後續的規劃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五、結語： 

依據行政院研考會的調查資料顯示，其實已有一些機關早就開

始推動公文線上簽核，經由試辦機關的實施並帶動所屬機關，因此，

實際上已經實施公文線上簽核的機關數更多。公文線上簽核就是要

將內部簽核流程 e 化，讓公文從收文到發文或歸檔全程電子化，換

句話說，公文線上簽核可說是公文全程電子化的最後一哩。 

公文管理系統無疑是公務機關參與人數與參與頻率最高的業務

系統，直接影響到政府服務的品質，所以各機關研考單位對於公文

時效的稽核從未間斷，而公文線上簽核的好處正是可以提高公文的

辦理時效，因而提升政府機關行政效能。在系統的整體規劃與導入

線上簽核及電子檔案管理機制，需由相關業務單位共同提出規劃與

想法，資訊單位配合辦理，如此業務單位本身需求與未來發展方向

才不至於產生極大的偏差，未來實際建置與相關業務較易落實。 

由於公文線上簽核具有節能減紙及環境保護等重大意義，並取

代紙本公文簽核為勢之所趨，此作為必能為全球環境變遷議題盡一

份心力。 

 
◎ 為利本府「100 年度臺中市政府新版市長信箱系統建置案」(含 1999

及人民陳情系統)順利進行，業於 8 月 9 日舉行需求訪談會議，邀請案

件量較多機關研考與承辦人員與會，共同商討新版系統之改進方向；

另於 8 月 18 日舉行與公文系統介接工作協調會議，邀請案件量較多

機關總收文人員與會，共同商討新版系統與公文系統介接之作業流程

改進方向，將彙整相關需求後辦理。 

◎ 為配合「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99 年 12 月版」之修訂，

本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之「筆硯公文製作」需更新至 4.0.99 版，

自 7 月 18 日起至 8 月底已分梯次更新完畢。更新項目摘要如下： 



一、於受文者中輸入「台」北市政府等縣市政府單位時，可自動轉換

「台」北市為「臺」北市。 

二、密等如非機密件，則不必填列。（即密等為普通時，預設為空白） 

三、公文本文及附件檔案大小，上限由 1MB 改為 2MB（Megabyte）

為原則。 

◎ 依據「臺中市政府電子公文線上簽核試辦計畫」於 9 月 16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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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公文類型為電子來文、屬定型稿之電子來文函復、屬定

型稿之創函稿及機關內簽，以期達成公文處理全程電子化。 

◎ 本中心辦理「臺中市政府 100 年度第 2 次電腦相關設備採購」，業已

彙整完成，預估採購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印表機，現正簽辦發包

流程中，預計 10 月中旬交貨。 

◎ 為強化整體網路安全機制，原臺中縣 21 區公所 VPN 網路建置，八月

份已完成大里、霧峰、太平、和平、新社、大甲、大安等區公所，預

計九月份建置清水、梧棲、潭子、大雅、石岡、東勢等區公所；十月

份建置烏日、龍井、沙鹿、大肚、豐原、神岡、外埔、后里等區公所。

配合 VPN 收容，本府對外網路頻寬由原先的 100 Mb 提升至 200 Mb，

對內 VPN 頻寬亦由 100 Mb 提升至 200 Mb。 

◎ 為建立電子化、制度化、文件化及系統化的管理機制，落實資訊安全

及業務持續營運之理念，本中心於 8 月 30 日辦理「臺中市政府資訊

中心 100 年度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導入建置委外服務案」啟動會

議，預訂將於 101 年底前完成本相關制度的導入及驗證。 

◎ 本府 100 年度推動民眾上網計畫委由巨匠電腦公司辦理，已於 7月份

開始進行招生作業，本市 29 個行政區皆有開班(一般民眾班級)，方

便民眾就近參加。目前各區已陸續開課中，相關課程資訊請洽本中心

承辦人劉小姐(分機 22109)、巨匠電腦中市各區分校或至

http://govprj.pcschool.com.tw/100tc/index/index.html 參閱各

項資訊。 

◎ 本中心盧設計師碧雲已於 8 月 11 日商調至人事處，原承辦本府電子

郵件系統相關業務交由蔡約聘人員喬木(分機 22208)負責、電子公文

交換系統相關業務交由簡鈺汝(分機 22205)負責、機關電子公布欄系

統相關業務交由許高級分析師振華(分機 22203)負責、基層機關公文

系統相關業務交由童約聘人員天垠(分機 22206)負責。 



◎ 為利本府「臺中市政府線上申辦整合系統更新擴充案」順利進行，業

於 7月 29 日召開定期會議，由系統開發廠商報告目前系統建置進度；

另於 8 月 9 日召開系統更新擴充說明會，邀請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參

加，現正依機關線上申辦新增需求，以篩選出 15 項線上申辦項目，

並進行訪談作業。 

 

◎ 為使各機關公文承辦人熟悉直轄市版公文整合資訊系統之筆硯公文

製作，以加速公文處理速度，訂於 9月 1日至 9月 9日辦理 6場次承

辦人作業教育訓練，請相關同仁視需要自行上網報名參訓，詳細報名

方式、上課時間及地點請至公文整合資訊系統(http://odis. 

taichung.gov.tw)系統公告查閱。 

◎ 為配合線上簽核試行計畫推動，訂於 9月 13 日至 21 日辦理公文線上

簽核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分「承辦人作業」、「種子人員」、「主管作業」

及「系統作業流程」等 4 種，預計辦理 13 場次，詳細報名方式、上

課 時 間 及 地 點 請 至 公 文 整 合 資 訊 系 統 (http://odis. 

taichung.gov.tw)系統公告查閱。請秘書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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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試辦機關

務必依分配名額派訓，以利 9 月 16 日起試行線上簽核機制。 

◎ 為確保各應用系統及資料庫運作之可靠性與可用性，本中心預定於 9

月下旬辦理「資料異地備援」講座，歡迎各機關有興趣之資訊相關同

仁踴躍參加。 

◎ 為提升本中心同仁對於採購法令的認知與採購實務經驗分享，預計於

9月下旬辦理「採購講座」。 

◎ 本府薪資管理系統刻正由廠商辦理增加臨時人員薪資發放功能，預計

於 9月辦理「薪資系統擴增臨時人員功能」教育訓練，屆時請相關承

辦人踴躍參加。 

 

 



◎ 3G（3rd-generation） 

一般稱為第3代行動通訊技術，是指支援高速數據傳輸的細胞移動通訊

技術。傳統的2G通訊，頻寬大約為每秒9.6K，傳送語音資料（講電話）

是相當足夠，但如果要進行更消耗頻寬的服務（上網），便有所不足。

3G能夠同時傳送聲音及數據資訊，如電子郵件、即時通訊等，速率可

達幾百kbps以上。 

◎ 4G (4th-generation) 

指行動電話系統的第4代，是3G之後的延伸，在靜態傳輸狀態下，其速

率可達到1Gbps，若使用者在高速移動狀態下（如開車或坐高鐵），則

其速率仍可達到100Mbps。4G還意指提供一個無縫的、以IP為基礎的

高速無線通訊環境，使用者可以進行資料、語音、影像等三合一（Triple 

Play）的傳輸。由於4G標準未定，目前可能被設定為4G標準的技術有

WiMAX（全球互通微波存取）。 

◎ AD（目錄服務） 

AD就是Active Directory的縮寫，從字面上來看Directory為「目錄」

或「號碼簿」的意思；因此AD就有如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電話號

碼簿或電腦檔案系統，前者記錄個人的姓名、電話、地址等資料；後

者記錄檔案的名稱、大小與建立日期或修改日期等。將目錄資料加以

整理，就能夠迅速尋找到所需要的資料。AD裡的目錄則儲存了使用者

帳號、電腦帳號、印表機、應用程式及其他資源，因此AD適合用來管

理單位內分散的電腦資訊設備及網路資源，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單一

入口，就能尋找整個單位的網路資源並加以利用，此外管理者也可利

用AD來管理單位下的所有資源，包括電腦及印表機，簡化了分散式電

腦的管理，加強資訊安全。 

◎ 特洛伊木馬病毒（Trojan Horse Virus） 

特洛伊木馬病毒屬一種惡性程式，和病毒(Virus)最大的不同是特洛伊

木馬通常不會自我複製，大多是尋找後門或竊取電腦密碼。使用者如

果不小心使用了一個含有木馬程式的軟體，日後上網時，電腦控制權

就很容易交給了駭客，駭客會利用此管道傳回系統相關資料(例如:管

理權限之帳號密碼、個人隱私資料等)或進入電腦系統進行破壞行為。 

◎ 防火牆（Firewall） 

一種網路安全保護機制，防火牆經常被架設在網際網路與組織內部網



路間，成為內部受信任的網路與外部不受信任的網路之間的區隔防

護，透過網址及內容的識別和篩選，可以阻擋外界的入侵與內部非正

當的使用者。除了網路防火牆外，在網路攻擊日益嚴重之現在，個人

電腦之作業系統也多有內建個人防火牆，並預設為開啟狀態，以提高

個人電腦的安全防護。 

◎ ASCII（美國資訊交換標準碼） 

由於資訊交換的重要及為統一文字符號的編碼標準，讓不同廠牌機型

的電腦皆能使用同一套標準化的資訊交換碼，美國國家標準局制定了

ASCII碼(America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作為資料傳

輸的標準碼，是目前各電腦系統中使用最普遍也最廣泛的英文標準

碼。相對於ASCII code，中文系統使用最廣泛的內碼則為Big-5碼。另

外由數家知名軟硬體廠商所合作發展的萬國碼(UNICODE)，則是資料表

示的新標準，除英文外，還可以包含數量最多的中文、日文及全世界

各國的文字符號，讓資訊之交流更無國界。 

◎ USB (萬用連接埠匯流排) 

USB(universal serial bus)是電腦與週邊設備連接的最新一代標準，

現在的電腦連接埠有各種不同的接頭，而USB可以將所有支援USB規格

的週邊設備直接串接起來，最多可串接127個週邊設備，同時具有隨插

即用（Plug and Play）的便利性，即電腦不必重新開機就可將週邊設

備與電腦連接或拆卸，自Windows98作業系統已開始支援USB之標準。 

◎ IP (Internet Protocol)位址 

每一台連上網際網路(Internet)的電腦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位址，方

便彼此區分與辨識，以確保資料可以正確傳送，這個電腦位址就是IP

位址(IP Address)。IP位址以四組數字表示(如：210.69.115.1)，但

因為IP位址不容易被人記住，所以大多改用英文字的網域名稱

（www.taichung.gov.tw）來取代數字，不但簡單明瞭而且容易記憶。 

◎ HTML (超本文標記語言) 

HTML的全名是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是編寫網頁的基本語言，

HTML的程式碼（code）可以控制瀏覽器要如何把文件顯示出來，如：

字體的大小、插入連結、聲音或圖像等。「.html」是包含HTML內容的

檔案最常用的副檔名，程式設計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編輯器或所見即所

得的HTML編輯器來編輯網頁內容，非常容易編寫。若想要看看網頁的



HTML程式碼，只要在瀏覽器內按下滑鼠右鍵，再選擇「檢視原始檔」

就可以看到。 

◎ HomePage(首頁) 

通常指以瀏覽器連上網站後，所顯示出來的第一個主要頁面，在英文

網站裡，回首頁的用法常會用 go home 來表示，另外諧音「烘培雞」

則是讓大家覺得親切又好記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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