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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102 年 2 月 1 日 

 

 

 

 

臺中市政府備份備援機制簡介                       徐啟榮                                                    

一、 前言 

目前各式各樣的資訊系統充斥在我們生活中，網際網路的便捷基

礎環境，造成資料量的巨增，如此眾多的資訊，包含文件、影像檔、

圖資、資料庫系統等。 

這些資料建置環境，都是以網際網路的服務方式呈現，所以系統

的運作與對外服務十分靈活方便，但是相對的資料保存也變得更為嚴

峻。而資訊中心所提供的各式服務平台與應用系統，也會面臨上述的

資料保護問題，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及穩定的保存資料相對是目前最重

要的課題。   

二、 現階段資訊中心備份備援建置狀況 

目前資訊中心機房的共通服務系統，包含公文管理系統、差勤及

費用請領表單系統、電子郵件主機、與虛擬化主機平台等，提供本府

各機關的眾多應用服務，因此系統的資料保護及其運作可靠度即十分

重要。有鑑於此，資訊中心於 101 年針對所有應用服務系統，建置備

份備援暨虛擬化整合系統，如圖 1 所示。 

建置內容主要分為重要應用系統資料備份與備援、虛擬化系統擴

充與資料備援保護、提供資料儲存空間管理、異地備份與備援機制等，

其詳細功能如下說明： 

(一) 建置所有應用系統備份與異地備份機制： 

    備份機制是提供所有線上應用系統與資料庫系統離線資料

保護，並整合原有備份系統建置完整備份架構。資料備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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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備份備援暨虛擬化整合系統 

機制為每週一次完整備份與增量備份，而備份資料儲存期限為 1

個月，因此可提供完整 4 代全備份資料保護，並且再將資料異

地複寫於陽明大樓異地機房存放，建立異地備份副本存放機制，

以符合 ISMS資料備份保護要求。另外為有效運用備份，因此在

建置備份系統同時，導入了資料重複刪除技術(deduplication) 

，大大地降低資料存放所需的空間。而以 102 年 1 月份備份資

料統計結果(如圖 2所示)，可以降低 5倍使用空間。  

(二) 重要應用與資料庫系統主機資料儲存備援與異地備援保護： 

    以往系統資料存放，都是各別建置儲存於主機的磁碟陣列

硬碟(RAID)空間。雖然有硬體磁碟容錯保護，但是此種架構卻

時常造成單一系統儲存空間的不足或是過多的閒置現象。並且

在系統主機有異常時無法透過備援機制，迅速移轉回復，整體

硬體資源的使用上相對不具彈性。故本次資料備援保護系統的

建置，是朝向資料統一資源池概念，提供所有重要應用與資料

主機，透過 SAN 架構，建置彈性的資料使用與管理機制，進而

達到儲存設備之統一管理、有效使用、備援保護、彈性移轉等

功能。提供目前與未來系統彈性擴充與良好管理機制，並且進

一步達到異地備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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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102 年 1 月份備份資料統計結果 

(三) 虛擬化系統擴充與主機的移轉導入及資料異地備援保護： 

    透過虛擬化技術，可大幅減少實體主機硬體的使用量，與

系統硬體相容管理問題。故以機房原建置之虛擬化系統為基礎

擴充主機與儲存設備，並導入資料備援保護及彈性遷移儲存機

制，得以做到本地端備援保護與位於陽明大樓異地機房同步備

援雙重保障。圖 3 所示為現行本地端與備援端虛擬化系統運作

架構圖。 

 

圖 3  現行本地端與備援端虛擬化系統運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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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規劃 

    101年度備份備援建置，已提供整體資訊應用系統基礎保護架構。

未來將建置重點為提供系統重要系統與虛擬化系統可靠的異地備援切

換機制，並且在虛擬化系統，提供本地端與異地機房之負載平衡備援

機制(Active to Active DR Site)如圖4所示，將備份備援運作達到最大成

效。 

 

圖4  本地端與異地機房之負載平衡備援機制 

四、 結論 

備份備援的運作，在平時是令人無感的印象。但若資訊系統如果

發生了異常的狀況，那整體組織的運作就可能陷入了癱瘓停止的災難。

因此藉由備份備援完整嚴謹的運作，將提供了應用系統最可靠的後盾，

讓整體單位組織的運作達到永續經營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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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各機關學校公文線上簽核導入作業，已如期提前於去(101)年 11 月

26 日全數推動完成，共計完成 158 個機關、306 所學校(尚有 2 所學校因

故延後上線)，統計 101 年度線上簽核公文共有 1,000,488 件，12 月份線

上簽核比率為 67.8%(含學校)，如期達成中央制定 101 年底節能減紙 30%

之政策目標，圓滿達成任務。另，統計本(102)年 1 月份線上簽核公文共

有 228,552 件，線上簽核比率為 67.16 %(含學校)。 

◎ 有關「102 年度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擴充建置案」業於本

(102)年 1 月 11 日發包完成，全案除新增導入 28 個機關網站使用外，亦

將持續進行網站系統平台之功能擴充、測試並取得本府公版網站 IPv6 認

證標章等作業，預計於 9 月初完成。本案已於 1 月 31 日集邀 28 個機關

召開專案說明會，並預於 3 月 5 日至 7 日安排承商與 28 個機關各別進行

需求訪談作業。 

◎ 本府電子郵件資訊系統(@taichung.gov.tw 網域)已於去(101)年 12 月 9 日

完成版本更新，以解決 IPV6 及 UTF-8 字碼等問題，並轉知本府同仁如

使用第三方郵件軟體工具(如 Outlook)進行收發信件者，需將編碼由 BIG5

改設為 UTF-8，以解決信件因編碼設定未正確造成亂碼而無法讀取問題，

相關設定方法請參考「https://mail2000.taichung.gov.tw/」郵件工具設定「有

關微軟  Outlook 收件軟體傳送郵件時使用  UTF-8 國際編碼設定方

法」。 

◎ 為落實資訊服務共構、共享之原則，推動員工電子郵件服務系統

(@taichung.gov.tw)統一管理機制，帳號申請作業統一透過「e 化公務入

口網」供各機關同仁線上申請，截至今(102)年 1 月 10 日止總申請人數

已達 11,392 人。統計去（101）年度傳送信件數約計 12,610,561 封，接

收外部郵件數計 16,095,752 封，其中阻攔垃圾郵件(含病毒郵件與拒絕

信件等) 計 10,816,273 封。 

◎ 空間地圖查詢系統自 101 年 4 月份擴充上線以來，提供產、官、學各界

查詢大臺中之道路、建物、地標、都市計畫、門牌地址、地籍圖等訊息，

本府除各一級機關使用外，並有各區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稅務分局、

各區清潔隊、地政事務所等機關使用，機關內部使用者已達 752 人，為

本府及民眾使用最廣泛的地圖查詢系統，系統使用者日趨成長，由 101

年初之每日約 900-1,000 人次上網，增加至 101 年 12 月，每日約 1,300

餘人次，上網瀏覽人次超過新北市門牌加值應用系統、高雄市道路門牌

查詢系統，102 年度持續依使用者反應需求，進行系統功能調整，以提

訊息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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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使用者滿意度。 

◎ 本中心為汲取「網際網路資料中心（IDC）」及「雲端整合平台機制」相

關經驗、理念及借鏡參考，增進資訊資源之策略運用，於 102 年 2 月 1

日由張忠吉主任率領本中心同仁，參訪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及台灣微軟技

術中心（MTC）。 

 
圖 5  參訪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圖 6  參訪台灣微軟技術中心（MTC） 

◎ 地理資訊電子檔流通為本中心辦理之本府單一窗口圖資流通業務，總計

已收存 478 層圖資，101 年度總計產、官、學提出申請案 210 件(含購買

者 42 件)，總申請圖層數 1749 層，自行免費下載 461 層，本系統地理圖

資流通量為六都之冠，102 年度當持續以蒐集(互惠、聯盟)各項圖資以滿

足各界使用之需求，及依使用者意見辦理申請之行政作業流程簡化及系

統功能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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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張主任忠吉受邀參加新竹市政府於 102 年 1 月 23 日（三），假新

竹市文化局演藝廳國際會議室舉辦「2013 年新竹市智慧城市發展論壇暨

智慧生活科技展」，分享臺中市發展智慧城市推動之經驗。 

 
圖 7  本中心張主任分享臺中市發展智慧城市推動之經驗 

 

圖 8  2013 年新竹市智慧城市發展論壇暨智慧生活科技展會後合影 

◎ 101 年 12 月份防毒系統監控發現感染病毒排行榜前 8 機關分別為：潭子

戶政事務所、梧棲區公所、都市發展局、社會局、建設局、屯區藝文中

心、教育局、車輛行事故鑑定委員會，其中感染病毒筆數最高為潭子戶

政事務所共 432 筆， 其次為梧棲區公所共 357 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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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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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12 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72.18.106.166(西屯區公所 )、 172.18.27.101(大雅區公所人文課 )、

192.168.86.115(1999)、172.18.3.42(沙鹿區公所社會課)、172.18.1.26(大里

區公所農建課)、172.31.5.14(都發局住宅管理科)、172.18.3.86(沙鹿區公

所秘書室)、172.18.107.166(南屯區公所社建課)、192.168.86.122(1999) 、

192.168.174.79(建設局景觀科)、192.168.211.223(都市發展局建造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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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一級機關：財政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新聞局、客家事務委 

              員會、勞工局、教育局、文化局、水利局。 

（二） 二級機關：動物保護防疫處、就業服務處、捷運工程處、生命禮 

              儀管理所、屯區藝文中心。 

（三） 戶政事務所：中區戶政事務所、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沙鹿區戶政 

                事務所、神岡區戶政事務所、北區戶政事務所、太 

                平區戶政事務所、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四） 地政事務所：中山地政事務所、大里地政事務所、雅潭地政事務 

            所。 

（五） 區公所：中區區公所、北區區公所、大肚區公所、外埔區公所、 

        東勢區公所、清水區公所、豐原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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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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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mart Antenna： 

智慧型天線（Smart Antenna）是由一採用特定幾何排列形式的天線元件

所組成，其利用切換式、掃描式或自適性(Adaptive)的方式來控制天線，

以達成改變無線電波輻射的場型；且智慧型天線會依據目標接收端所在

位置產生一特定方向的窄波束(beam)來傳遞訊號，因此接收端將接收到

方向較集中且功率較大的信號，而其它方向干擾訊號則會因為波束場型

的限制而降低其接收功率。智慧型天線能有效降低低多重路徑衰減、抗

干擾、增加發射功率、增加基地台涵蓋範圍、增加系統容量與頻譜使用

名詞彙編 

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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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提升通訊品質等功能。 

◎ 多重路徑衰減： 

大部分的無線通訊系統其發射端與接收端之間的傳播路徑通常是非直線

的；也就是說，發射端發出的訊號是經由許多反射、繞射，及散射的路

徑而抵達接收端，因此一個信號會以不同路徑抵達接收端許多次，然而

每次抵達的訊號強度、相位，及抵達時間都不盡相同，因而造成所謂的

「多重路徑衰減（Multipath Fading）」。 

◎ MIMO： 

MIMO 為多輸入多輸出（Multi-input Multi-output）的縮寫，是一種用來

描述多天線傳輸之無線通訊系統，其能利用發射端的多個天線各自獨立

發送訊號，同時在接收端用多個天線接收並恢復原資訊。MIMO 的概念

為利用多根發射天線與多根接收天線所提供之空間自由度，以及多重傳

輸的方式，來有效提升無線通訊系統之頻譜效率，加強傳輸速度，及抗

干擾性，以改善通訊品質。 

◎ 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就字面上而言「虛擬」就是無中生有，而「實

境」就是現實的環境，所以『虛擬實境』就是由電腦相關設備無中生有

出一個很像現實的環境。簡單地說就是整合人與電腦模擬出的 3D 虛擬

環境，透過人機介面所提供各種感官即時模擬和互動，讓使用者有身歷

其境的感覺。虛擬實境的要素包含想像力：感覺器官在接受刺激之後，

由神經傳輸至腦中，再藉由過去的經驗產生幻覺、融入性：人類以感覺

器官來體會整個虛擬實境，而感覺好像真的置身其中及互動性：人與機

器間有互相回饋。 

◎ EIP： 

EIP（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員工入口網系統是以機關內部資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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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行事曆（時）、會議室（地）、共享文件（物）

等相關應用資訊系統資訊整合，讓使用同仁經過一次身份認證後，不需

要再做額外的認證動作，即可使用系統內部功能，不受空間及時間的限

制，並能持續性的發展及有效管理，以及做為與其他資訊應用系統介接

的基礎。 

◎ SSO： 

SSO（Single Sign-On）單一簽入系統的用意就在於整合機關內多套資訊

應用系統的帳號管理，讓使用者省去記憶各種應用系統的登入網址、帳

號、密碼的麻煩，只需記憶一組帳號密碼就可登入到有使用權限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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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因此可以方便帳號管理，強化資訊安全。                 

   

 

向秀觀    職稱：分析師                  報到日期：102.01.02 

服務單位：資訊中心應用服務科 

資訊本科出身，畢業後進入公職體系，

在臺北市政府資訊局服務3年多，因為生涯規

劃的關係調任本中心，從不曾在臺中生活的

我，對這城市充滿了好奇也添增些許緊張，

但報到以來這幾天，長官的關愛及同仁們的

幫忙，消除了連日的不安；而在業務面上，

長官的提點和同仁們的傾囊相授，更讓我可

以安心的好好熟悉交辦事項。 

對於工作，我期許自己秉持初衷，努力

學習，不辜負長官及同仁的指導；對於生活，

也和大家分享一句我很喜歡的話「Work hard, 

play hard」，期待未來的日子，和大家一起努力工作，熱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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