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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是現代政府行政的利器，應用資訊科

技提昇政府決策品質及增進為民服務品質，也是現

代化政府不可或缺的一環，尤其面對民衆多元化的

需求及國際化趨勢，資訊部門同仁須從更寬廣的角

度構思政府資訊化目標與推動策略，以嶄新的心態

與大格局思考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展現市政重大計畫

的績效，推出滿足民眾對政府服務的具體作為。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在 99 年底縣市合併時成

立，負擔著臺中市政府實質合併時面臨的資訊環境建構與業務整合，同仁

們發揮了高度的團隊精神完成了機房建置、寬頻佈建、網站維護、公文交

換中心及日常資訊業務處理，凡走過必留痕跡，這些經驗是未來其他都市

可茲參考的價值教材，也是本中心的推動資訊整合珍貴歷程。 

隨著時代趨勢發展，臺中市面臨厚實文化建設、促進經濟繁榮及邁向

國際智慧城市之永續發展議題，資訊建設推動面臨極大的轉變，現有的資

訊建設架構亦當有更積極及宏觀的格局以玆因應。同時在與各機關間的協

同合作將逐漸密切；未來透過資訊聯絡人窗口，建立府內資訊建設網絡，

共同為以資通訊科技建立智慧臺中(Intelligent Taichung)之目標努力。 

資訊中心電子報發刊，旨在建立資訊分享平台，經由專題報導，資訊

科技新趨勢引介，活動通報等不同專欄，結合資訊中心及府內各機關資訊

推動人員之能量，善用資源，砥礪現在，策進未來。 

                                                       主任   張忠吉                            



 
※ 社交工程社交工程社交工程社交工程及電子郵件使用安全認知及電子郵件使用安全認知及電子郵件使用安全認知及電子郵件使用安全認知※※※※    

注意社交工程，做好資訊安全                        黃義誠、粟桂玲 

資訊爆炸，網路時代的來臨，讓資訊成為政府機關提升行政效率的重要推

手，也讓每個人的生活都脫離不開「網路」，網路所帶來的便捷和舒適，

就猶如高速公路，拉近了民眾與政府機關的距離，縮短了行政作業及公務

處理的時間。尤其在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市民對臺中市政府的

行政效率要求更高，使用資訊更便利。但隨著使用的便利，同樣也帶來安

全的危機。故提昇資訊安全的意識，成為每個人都需要認真面對的重要課

題。 

而經過多年的努力，資訊安全的意識，終獲得各政府機關的重視，除了員

工使用的電腦會加裝防毒軟體來防範中毒外，機關亦己逐步安裝相關的資

安設備。但儘管對外築起了防火牆，防止駭客的攻擊，惟機關內部員工卻

常忽視了本身操作電腦的不慎行為，而引毒入門，就像木馬屠城記，雖然

擋住了從外面而來的攻擊，卻防不了從內部引發的災難。而最明顯的例

子，就是社交工程的危害。 

「社交工程」的詐騙，早已流行於現實生活中，有心或惡意人士利用各種

社交名義或行為，騙取受害者金錢或資料，而網路世界也一樣，有心或惡

意人士透過電子郵件，誘拐詐騙收信者開啟郵件或附件，同時植入病毒、

蠕蟲或木馬等惡意程式，進而讓收信者的電腦資料毀損，或開了後門，或

成為駭客的跳板，不僅遺失或洩漏了寶貴的資料，亦可能成為攻擊其他電

腦的幫兇。 

為避免社交工程的危害，本中心除配合政府政策加強「社交工程防護」演

練，並辦理相關的資訊安全講習，以提醒每個同仁，對於可疑的信件-不

亂開，可疑的網站-不亂去，確實保護好個人的電腦資料，讓資訊安全之

社交工程觀念再深入到同仁日常的操作電腦行為中，不僅替自己把關好資

料，也讓自己更能不受駭客的威脅。 

以下就有關社交工程之攻擊手法介紹及防範措施，提供同仁參考： 

1111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手法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手法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手法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手法：：：：    

� 假冒寄件者：有心或惡意人士可能假冒您所熟識的寄件者﹙朋

友、主管或同仁﹚發送信件。 



� 使用讓人感興趣的主旨與內文：有心或惡意人士可能利用引人感

興趣的主旨或內文誘使您開啟信件，例如政治、八卦、養生保健、

休閒娛樂或公務人員相關主旨等等。 

� 含有惡意程式的附件：有心或惡意人士可能將惡意程式碼存在於

信件的附加檔案之中，當您開啟檔案後，您的電腦便已受到惡意

程式碼的感染。 

� 利用零時差攻擊：當漏洞剛被發現不久，或尚未被軟體廠商發

佈，有心或惡意人士就針對該漏洞的弱點發起攻擊，竊取資料或

癱瘓電腦。 

� 網路釣魚：有心或惡意人士可能假冒信用卡銀行、帳號管理者，

利用欺騙性的信件或幾可亂真的網站要求您輸入帳號密碼等機密

資料，並進而從事犯罪行為。 

2222 可疑電子郵件之自我保護措施可疑電子郵件之自我保護措施可疑電子郵件之自我保護措施可疑電子郵件之自我保護措施：：：：    

� 關閉預覽窗格﹙可參考下面之設定操作﹚。 

� 非必要閱讀之郵件逕行刪除。 

� 設定為純文字讀取模式再開啟郵件閱讀﹙可參考設定操作﹚。 

� 開啟郵件內含之超連結時先確認連線網址是否足以識別 ：有心

或惡意人士可能誘使您連結惡意網站或數字 IP 之網址﹙如：

10.100.1.52﹚，當您點取連結開啟網頁，存在於網頁的惡意程式

碼便會感染您的電腦。 

� 不隨意輸入資料送出，傳送私密資料時確認是否有啟動加密機

制：如:網路認證服務 SSL 加密。 

� 分辨電子郵件的真偽：分析電子郵件的帳號、主旨及附件是否熟

識或預期，其發信時間是否正常，應刪除陌生人所寄或來源不明

之信件。 

3333     使用電子郵件應有的習慣使用電子郵件應有的習慣使用電子郵件應有的習慣使用電子郵件應有的習慣：：：：    

� 確認信件內容的真實度：不明來歷或非公務相關之電子信件應予

以刪除，如無法確認郵件安全性，請先與寄件者確認後再行開啟

信件，否則應將該信件刪除。 

� 不輕易開啟郵件中的超連結以及附件：不任意點選郵件中不知名

的連結及打開郵件附檔，且不輕易回傳資料。 

� 提高警覺，加強危機意識：標題聳動或全英文之信件極有可能為

危險信件，應時時提高警覺，養成良好的郵件使用習慣。 

� 開啟超連結或檔案前，確認對應軟體都保持在最新的修補狀態：

除了養成良好習慣，最好亦即時更新您的作業軟體及應用程式，

並更改電子郵件之設定。 



 

4444     更改電子郵件信箱之設定更改電子郵件信箱之設定更改電子郵件信箱之設定更改電子郵件信箱之設定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 關閉預覽窗格 

 

 

 

 

 

 

 

 

 

 

 

 

步驟 1.進入 Outlook Express 按【檢視】，選【版面配置】 

步驟 2.在下面之預覽窗格將【顯示預覽窗格】之�取消。 

◎純文字讀取模式 

 

□ 
 

近期活動近期活動近期活動近期活動    

 

新知加油站新知加油站新知加油站新知加油站    

    

◎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步驟 1.進入 Outlook Express 按【工具】，選【選項】 

步驟 2.選擇【讀取】，將【在純文字中讀取所有郵件】之□□□□打勾�。 

 

 



 
◎ 為展現本市資訊化服務的推動與建設成果，本府今（100）年將積極

參與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簡稱 ICF)年度智慧

城市的評比，此次評比主題為「創新平台」（Platforms for Innovation），

評比項目包括寬頻連通性(Broadband Connectivity)、知識勞動力

(Knowledge Workforce)、數位內含(Digital Inclusion)、創新

(Innovation)、營銷及擁護(Marketing and Advocacy)，為彙集各機關推

動成果，本中心業於今年 7 月 1 日舉辦「參與智慧城市評比暨推動成

果調查填報說明會」，並將進一步整合產官學各界智慧創新應用的服

務，預計於今年 9 月 23 日前送件報名，也請各機關共襄盛舉，為本

市爭取佳績。 

◎ 於 6 月 27 日至 7 月 12 日依研考會排定時程辦理本府 101 年度資訊計

畫先期作業審查，本府共有 33 個機關提報，計畫約 190 餘件。 

◎ 本中心已收集全市(29 行政區)地理資訊門牌圖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之通用版電子地圖(比例尺約 1/2500)，可提供本市各機關申請使

用，如有疑問請洽本府資訊中心趙先生，分機 22102。 

◎ 本中心已與臺灣師範大學簽約，由臺灣師範大學提供本市最新福衛二

號影像，本市各機關若有需求，可向本中心申請使用，如有疑問請洽

趙先生，分機 22102。 

◎ 依 5 月 27 日「臺中市政府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計畫工作小組 100

年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訂定「臺中市政府電子公文線上簽核試行

計畫」並函請本府秘書處、人事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中心、

中區、西區及西屯區戶政事務所等 7 個試辦機關配合辦理，試辦期間

自今年 9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止，101 年起並將依試辦情形逐步推廣

至各機關，以具體達成減紙、節能、提昇行政效率等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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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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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網站服務信箱檢測，並於今年 5 月

27 日以府授資服字第 1000098070 號函請各機關依排定之機關網站稽

核檢測時程表配合辦理。 

◎ 為提升本府便民服務效率與服務品質，鼓勵各機關重視並積極推動網



站內容之更新與充實，本府已成立「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維運工作

小組」，現正擬定「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網站評比實施計畫」，初擬以分

組方式進行網站評比，評比委員 23 名採輪派方式，其中 3 名由維運

工作小組召集人選派研考會或資訊中心人員擔任，餘 20 名由一級機

關與區公所各出任 10 名，由當年度輪派之一級機關與區公所各選派

機關內部人員 1 名擔任。期透過網站評比機制，引導各機關良性競爭，

豐富網站服務內容，同時達到提升本府施政品質及便民服務之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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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本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之各機關，自 7 月 18 日起，「筆硯公文

製作系統」將分梯次更新至 4.0.99 版，同仁只需開啟筆硯公文製作系

統就會自動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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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臺」北市政府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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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以不超過 2MB（Megabyte）為

原則。 

 
◎ 臺中市政府 100 年度第一次電腦相關設備採購案，由葉興資訊公司得

標，於 6月 15 日開始陸續交機，裝機單位如有任何裝機問題，請逕

洽本案專案經理施柏伸先生，電話:0915-695417 或 04-22201284。 

◎ 本府 100 年度免費學習電腦課程委由巨匠電腦公司辦理，已於 7月開

始進行招生作業，並於 29 個行政區皆有開班，方便民眾就近參加。

詳細開課訊息請洽本府資訊中心承辦人劉小姐(分機 22109)、巨匠電

腦中市各區分校或至本府全球資訊網右側「100 年度免費學習電腦課

程」參閱各項資訊。 

◎ 於 7月 12 日辦理｢政府機關與媒體互動研討會｣，使本中心同仁瞭解

如何正確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以提昇市政建設成果宣導成效。 

◎ 於 7月 14 日於惠中樓 1001 會議室辦理「Google 企業雲端全產品解決

方案--企業與政府雲端應用研討會-Google  Enterprise Total 

Solution Seminar」，本中心主任張忠吉並以「新一代 GIS 資料整合

技術與施政建設應用平臺」為題發表演說。 

◎ 為提升本府便民服務效率及服務品質，鼓勵各機關重視並積極推動網



站內容之更新、充實、維運及應用，特成立「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維運工作小組」，協助提供後續網站營運之策略，並於 7月 14 日召開

第 1次工作會議。 

◎ 於 7月 15 日召開「臺中市政府公文線上簽核需求訪談會議」，會中簡

報說明公文紙本簽核與線上簽核之差異，確認公文線上簽核的功能需

求，並請試辦機關填報公文簽核流程表於 8月 20 日前以 Email 寄送

本中心黃兆農分析師(tera@taichung.gov.tw)。 

◎ 於 7月 18 日至臺北市政府辦理「無線網路推動交流」參訪，瞭解臺

北市政府辦理免費無線上網服務之經驗及現況，作為本府未來規劃無

線網路之參考。 

◎ 於 7月 19 日至宜蘭縣政府辦理資訊交流，分享本府陳情管道、地理

資訊系統倉儲及公文管理，並瞭解宜蘭縣政府公文系統線上簽核、單

一簽入整合經驗，以利本府相關系統推動。 

◎ 於 7月 21 日辦理｢雲端運算應用初探研討會｣，邀請「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研究員王耀聰先生擔任講師，增進本府同仁了解雲端運

算之概念、發展趨勢及生活化應用實例。 

◎ 於 7月 26 日辦理「公文線上簽核經驗分享專題講座」，邀請水利署蘇

瑞榮主任及新竹縣政府沈慧虹科長，分享推動公文線上簽核上之經

驗，作為本府推行上之參考。 

◎ 本中心主任張忠吉於 7月 20 日應雲林縣政府邀請，以「新一代 GIS

資料整合技術與施政建設平台」為題發表演講。 

◎ 為提昇各共通性資訊系統之運作效能，強化整體網路安全機制，本中

心將協助各機關進行網路架構調整及防毒軟體建置，並訂於 7月 28

日於本府新市政大樓文心樓 302 會議室，辦理「原臺中縣 21 公所 VPN

建置暨原臺中縣 21 公所、29 戶政及 10 地政事務所防毒軟體建置宣導

說明會」。 

◎ 為加強各機關總收發文人員熟悉電子公文交換系統，於 8月 3日至 8

月 4日假新市政中心(文心樓)6F 網路訓練室辦理共計 4個梯次「電子

公文交換教育訓練」。 

◎ 本中心訂於 8月 19 日下午 1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於本府文心樓 6

樓網路訓練教室辦理「雲端運算應用實例探討研討會」，邀請「國家

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研究員王耀聰先生擔任講師，歡迎有興趣之資

訊業務同仁報名參加，本研討會內容包含： 



IaaS：虛擬化平台建置分享─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雲端平台。 

PaaS：大量資料分析應用分享─雲端入侵偵測日誌分析。 

SaaS：大量資料分析與網頁服務整合─企業內網搜尋引擎。 

 

◎ ICF 

ICF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簡稱 ICF)中文譯為智慧城市論壇，

是美國世界通訊端協會(World Teleport Association ,簡稱 WTA)所屬的

非營利智庫組織，總部設於美國，會員有來自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

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 40 多個先進國家和地區，以寬頻建設為主體的

經濟體系，如何創造工作機會及促進經濟發展為其研究宗旨。自從 1999

年 ICF 提名新加坡成為其第一個年度智慧城市後，取得 ICF 獎項成為世界

各智慧城市對其所推展智慧建設之驗證。 

◎ iPad 

iPad是一款蘋果公司於2010年1月27日發表的平板電腦，定位介於蘋果的

智慧型手機iPhone和筆記型電腦產品（如:MacBook、MacBook Pro與

MacBook Air）之間的產品，提供瀏覽網際網路、收發電子郵件、觀看電

子書、播放音訊或視訊等功能的電腦，除了清晰的畫面、人性化的應用、

策略性和靈活性的競爭方式外，更將瀏覽器及網址這些我們在網際網路時

代無比熟悉的東西，以小小的表徵圖取代，造成iPad正逐步改變我們網際

網路的使用習慣。 

◎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雲端其實是網際網路的一種比喻說法，名稱來自工程師在繪製示意圖時，

常以一朵雲來代表「網路」，因此白話一點就是「網路運算」。雲端運算主

要是利用網際網路使電腦能夠彼此合作或使服務能更無遠弗屆，舉凡運用

網路溝通多台電腦的運算工作，或是透過網路連線取得由遠端主機提供的

服務等都是「雲端運算」。 

◎ 垃圾郵件（spam） 

Spam原指一種豬肉罐頭，現在為垃圾郵件的專用名詞。一般來說，凡是沒

有經過收信者同意就寄到收信者信箱的電子郵件，都可稱為垃圾郵件，這

些垃圾郵件除了廣告以外，更包含詐騙內容，甚至包含了可盜取使用者個

人資料的間諜軟體、木馬程序等。 

◎ skype 



Skype是支援語音通訊的即時通訊軟體，採用P2P（Peer-to-peer 點對點

技術）的技術與其他Skype用戶連接，透過網際網路可以進行高畫質語音

通話，擺脫一般人對「網路電話品質很糟」的印象，再加上通話費低廉，

因此短時間內迅速在全球吸引了相當多的使用者。 

◎ 部落格（Blog） 

Blog在台灣稱為「部落格」，在大陸則稱為「博客」。Blog是從 Web Log 

上衍生出來的，而 Bloger （部落客）則是對這些使用者的泛稱。 

Blog是一種常被更新、便於編寫的日記式個人網站，內容可以是輕鬆的個

人日誌、隨想雜記或文章發表。使用者一旦申請此服務後，即可擁有個人

專屬的創作站台，在網路世界裡得以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想、心情記

事及得到互動。 

◎ 後門程式（Backdoor） 

後門程式通常係指不明的遠端人士未經使用者之允許，利用不正當的手法

進入電腦系統中，目的可能偷走個人資料、機密資訊等，或甚至隨心所欲

地操控使用者的電腦，通常透過電子郵件、IRC（Internet Relay Chat，

網路聊天室）或其他方式將後門程式植入使用者電腦中。目前Windows 上

常見的後門程式有Netbus、Netspy、Netbuster、BirdSpy 等等。（資料

來源：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 隱碼攻擊（SQL Injection） 

程式設計師在撰寫應用程式時，若對於使用者的輸入資料未做好妥善的過

濾與處理，則當使用者輸入的字串中含有一些對資料庫系統有特殊意義的

命令或符號時，可直接對資料庫系統下達指令，而衍生造成資料外洩或遭

到竄改等情形。(資料來源：i-Security) 

◎ 政府網際服務網-虛擬私有網路（GSN-VPN） 

GSN-VPN（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Virtual Private Network）是

行政院針對頻傳的網路攻擊、病毒感染、安全漏洞等問題，在公共開放的

政府服務網際網路﹙GSN﹚上提供虛擬私有的網路服務﹙VPN﹚，亦即讓共

享的網路(如Internet)變成像是內部專屬的網路，以提供一個安全、可靠

的網路環境。 

◎ 電腦蠕蟲(Worm) 

電腦蠕蟲與電腦病毒相似，是一種能自我複製的電腦程式，與電腦病毒最

主要的差別在蠕蟲不需要附在別的程式內，也不用使用者介入操作就能自

我複製或執行，屬於一種主動攻擊的電腦病毒，主要利用系統弱點入侵及

感染主機。 



◎ Wi-Fi 

Wi - Fi（Wireless Fidelity）為一種無線網際網路傳輸模式，每個基地台傳

輸距離約為100公尺。目前在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及陽明大樓均提供免費之

無線網路服務。 

另新市政大樓部份亦於近期提供相關服務，其無線網路名稱為Taichung- 

AUTH，府內員工只需利用自己的電腦開機帳號密碼即可上網，而一般名眾

也可透過申請取得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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