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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102 年 5 月 1 日 

 

 

 

                                                            

 

繼去(2012)年之後，本市以『世界的大臺中』接軌國際，積極建設

智慧城市，今(2013)年度再次獲得智慧城市論壇(ICF)國際組織肯定，蟬

聯〝全球頂尖 7 大智慧城市〞，本市將與今年同為入選 TOP7 的城市參

與 ICF 第三階段實地訪查以角逐年度首獎。 

今年 ICF 評選主題為「創新與就業」，本市在寬頻建設、知識勞動

力、創新、數位內涵、行銷倡導等五大指標中，都有亮眼表現，成功從

400 多個參賽城市中脫穎而出，智慧城市論壇(ICF)創辦人之一 Louis A. 

Zacharilla 先生並於 4 月 18 日及 19 日親臨本市，進行為期兩日的實地

訪查，藉此了解本市在產官學研上之合作及我們打造智慧城市的推動成

果。 

為因應 ICF 的實地訪查，本府資訊中心於 3 月 15 日即積極邀集本

市相關產官學研等代表先就參訪點召開協商會議，並於 3 月 27 日由黃

副市長主持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就參訪行程及相關產官學研等分工內容

確認，此外本府資訊中心及各參訪機關亦於 4 月 10~11 日預先模擬 4 月

18~19 日之行程，透過此模擬演練，預先瞭解行程安排或簡報內容呈現

上是否有有精進空間，或是對於簡報呈現方式提供建議供各簡報者參考

修訂，以及對於各參訪點行程上之安排，做最佳之調整以期完整展現本

市智慧化成果。 

專題報告 

陳榮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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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4 月 10~11 日預先模擬 4 月 18~19 日之行程現況 

經過為期兩天的訪查，除了感謝各參訪點相關人員竭盡心力的展現

成果外，無形中亦讓我們感受到臺中市產、官、學、研各界於推動臺中

市成為一個智慧城市的努力。在此次實地訪查中除完整呈現臺中市在

ICF 五大指標之亮點，亦充分表現 ICF 三大成功要素 (Success Factors)

之一的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比如針對 ICF 五大評選指標之數位內涵，

這項指標去年是本府表現較欠缺的部分，今年則安排在本市偏鄉新社國

小舉辦，讓Mr. Zacharilla深入本市偏鄉，暸解本市數位機會學習之推動；

又如經濟部工業局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智慧生活應用推動計畫」

資源整合，輔導業者推動大規模電子書雲端應用服務，利用「雲端圖書

館」啟動偏鄉數位閱讀，另外本府也提供了行動圖書館的圖書巡迴車，

每週定時定點將書籍及民眾線上預約的書籍送至資源較缺乏的學區，以

縮短城鄉差距。 

      

  圖 2 行動圖書館圖書巡迴車導覽    圖 3 行動圖書館圖書巡迴車 

而在創新與就業指標部分，安排 Mr. Zacharilla 參觀本市大肚山科技

走廊，有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積

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i236 計畫辦公室、中

部產學聯盟、本府經濟發展局及勞工局等產官學研代表參與呈現相關成

果，透過簡報使 Mr. Zacharilla 了解到此區域在本府經濟發展局多年來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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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逐步形成今日規模，當中吸引產業進駐並逐漸壯大成國際規模的

上市公司，或者吸引大公司進駐設廠，比如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是

全球第二大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工業機器人商產廠商，巨大機械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由代工廠轉化成現在成為擁有自我品牌為國際上知名的自行

車廠商。於是 Mr. Zacharilla 好奇詢問台積電代表為何選擇臺中設廠？台

積電代表陳副處長很明確清楚表示：『臺中市位處台灣中部，除了地利

之便，更擁有多項交通便利設施，如空港、海港、高速鐵路、鐵路、多

條高速公路等，此外就是有良好的市府行政工作團隊協助，使得台積電

臺中廠能在短短三年內即可完廠營運，這就是台積電之所以選擇此地設

廠的主要原因。』 

 

圖 4  Mr. Zacharilla 與精密機械園區產官學研代表合影 

 

圖 5 實地訪查記者會市長致贈台中特產給 Mr. Zacharilla 

除了上述例舉，又如本府安排在農業、環保科技、智慧住宅、舊商

圈造造活化等創新部分，都有如預期讓 Mr. Zacharilla 體驗到實實在在的

台中市智慧推展成果。最後贏得 Mr. Zacharilla 在實地訪查記者會中分享

其對臺中的印象，他說:「臺中不是被科技牽著鼻子跑，而是真正運用

科技『創新』，創造更多的成功。」給了本市高度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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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實地訪查亦感謝各產官學研等的協助，使得本市智慧推展成果

能夠具體呈現給 ICF，另也感謝 Mr. Zacharilla 在交流中提供的建議，本

府將會汲取經驗，後續將加強與產官學研等各界合作推展各項建設或作

為，使本市經濟更加繁榮，營造市民更幸福的生活環境。 

 

                      

一、 前言 

本府市長信箱及人民陳情兩系統，原與區政管理系統共用一平台

及資料庫，自縣市合併時稍作改版後，即未有系統異動；惟市長信箱

與人民陳情兩系統係處理各不同來源之民眾端反映意見，且牽涉眾多

個人資料，由資訊安全、系統管理等面向考量，均有其獨立成為一新

系統之必要性，故本中心於 100 年著手進行其建置計畫，新版系統並

於 101 年 12 月 17 日順利上線使用。   

二、 系統介紹 

 「人民陳情管理系統」可大致區分為兩子系統：「人民陳情」及

「市長信箱」子系統，「人民陳情」子系統處理來自 1999 話務中心、

聯合服務中心、市長室及上級機關（如總統府、監察院等）受理或交

辦之案件；「市長信箱」子系統則處理來自本府全球資訊網市長信箱

頁面所受理之民眾來信。兩子系統之案件分類及限辦天數相同，於系

統亦共用部分資料表，如使用者帳號、機關代碼、案件分類、業務分

類等，但仍有眾多系統流程差異，茲分述如下：  

(一) 人民陳情子系統： 

    人民陳情子系統雖處理來自四大來源之陳情案件，但系統

流程大致相同：於案件以四來源之不同形式進入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為民服務組（以下簡稱服務組）後，服務組於系統將案

件成立，並進行分文作業，將案件分交各機關辦理，待各機關

承辦人辦理完成後，將辦理情形登錄於系統上，供服務組審核

是否可解除列管。流程圖如圖 6 所示。 

(二) 市長信箱子系統： 

     市長信箱子系統提供一前台頁面（如圖 7 所示）置於本府

全球資訊網，予民眾直接填寫各項個人資料、反映意見及上傳

附加檔案等。為確認民眾所填寫之電子郵件可正常收發信件且

未遭冒用，系統於民眾填寫來信資料後會自動發出確認信函，

待民眾點選確認完成後，方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為民服

務組受理案件。 

葉亘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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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為民服務組受理案件後，將進行分文作業，至公文系統

取府收文號，並將案件分案予各機關辦理；各機關承辦人員辦

理完成後，需至系統登錄答覆民眾之回信內容，並可直接於系

統點選回信。於回信予民眾之同封信件中，系統將嵌入一滿意

度調查之連結，供民眾於回信中點選填寫。此子系統流程圖如

圖 8 所示。 

 

  

 

 

 

 

 

 

 

 

 

 

圖 6 人民陳情子系統流程圖 

 

圖 7  市長信箱前台民眾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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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市長信箱子系統流程圖 

三、 新舊系統差異 

   新版系統於民眾端提供一更便利操作及查詢之介面，於同仁端亦

加強先前舊系統於資訊安全及功能面向上之不足，與舊系統之差異處

詳述如下： 

(一) 民眾端： 

1. 提供資訊更詳盡之信件查詢結果： 

先前舊系統僅能查詢市長信箱案件之處理進度，例：已

分文待答覆、已答覆待回信、已回信等；新系統查詢結果則

可更進一步列出府收文號、辦理機關、答覆內容等，省去民

眾查詢後又得再去電子郵件信箱查閱答覆內容等不必要之繁

瑣程序。 

2. 回信機制更加完善： 

    新系統於為民服務組分文階段同時，提供回覆民眾分文

信件功能，告知民眾該案辦理機關及府收文號等資訊，以利

民眾掌握案件進度；另於承辦同仁回信予民眾時，於回信中

民眾於前台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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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列出民眾來信內容，避免民眾因遺忘來信內容而無法了

解承辦同仁所答覆之辦理情形。 

(二) 同仁端： 

1. 統一登入介面： 

    舊系統提供系統後台及本府e化公務入口網兩入口登入

系統，惟系統後台帳號多有共用情形，且使用者身分亦無法

確實掌握；新系統僅提供由e化公務入口網登入，除於帳號控

管方面可承襲入口網嚴格規則外，使用者亦無需再多申請或

記憶後台帳號密碼。 

2. 案件鎖定僅承辦人及機關研考人員得以查詢： 

本系統所處理之陳情案件內含眾多民眾個人資料，個人

資料保護法又已公布施行，個資保護已刻不容緩；惟舊系統

開放承辦機關所有承辦人皆可查詢及答覆案件，於個資保護

上不甚完善，新系統為改善此一情形，與本府公文整合資訊

系統介接，倘案件於公文系統分文予承辦人員甲，則僅有承

辦人員甲、以及該機關研考人員得於本系統查得該案資料。 

3. 可由起迄時間查詢該區間所有承辦案件： 

舊系統僅有案件編號一查詢方式，新系統則提供府收文

號及起迄時間兩種查詢方式，倘承辦人員陳情案件眾多，則

輸入起迄時間，查詢列表即可列出該區間所有案件及各案件

辦理進度，方便承辦人員控管未完成案件。 

4. 於登入頁提示即將逾期及已逾期案件： 

此為新系統之新功能，於承辦人員登入時，將明天之前

到期、及已逾期案件於登入頁列表顯示，提醒承辦人員尚未

結案之案件需儘速處理。 

5. 提供研考人員寄送稽催信件功能： 

 倘案件逾期，為民服務組將有稽催作業，此作業於舊系

統僅限於紙本作業，但新系統提供寄送稽催信件功能，為民

服務組可直接於系統點選，發送稽催信予機關研考人員，提

醒研考人員未辦理完成之案件。 

四、 系統未來展望 

    近來因本府之陳情案件相關作業規定修訂在即，本系統亦將配合

相關功能修正；另亦持續就民眾及同仁反映意見作使用介面及流程之

改善，期能提供各使用者一方便又安全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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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規劃開發之「102 年度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擴充建

置案」，截至 4 月，已完成 28 個機關需求訪談暨確認單簽收，全案進入

系統開發階段，並將視各機關資料移轉情形排定各梯次機關上線日期，

俟日期確定後，正式公文通知。 

◎ 本市議會於 102 年 4 月 1 日建議，為達到節能減紙、縮短公文傳遞處理

時間、提昇行政效率等目標，各機關與本市議會間之公文往返，請優先

以電子交換公文辦理。 

◎ 本中心於 102 年 3 月 25 日提報「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暨線上簽核系統」、「E

化公務入口網」參加內政部舉辦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評比獎勵作業之第

一類公務應用系統組。 

◎ 本府全球資訊中文主網站(http://www.taichung.gov.tw)已通過 IPv6連線測

試，並向國際 IPv6 論壇組織申請註冊 IPv6 Enabled WWW Logo 完成。 

 

◎ 為加強本中心同仁對虛擬化相關技術的認知，本中心已於 102 年 4 月 12

日假本府文心樓(B 棟) 6 樓 601 會議室辦理講座, 本次邀請到精誠資訊 

Splunk 產品經理-陶靖霖先生、VMWARE 合作夥伴資深技術顧問-蘇書平

先生擔任講師，講座大網如下： 

(一) Opening 

(二) 軟體定義資料中心打造智慧型雲中心 (SDDC+vCloud Suite) 

(三) 服務等級 SLA 規劃 (vCloud director & Charge back) 

(四) 資安及備援演練之規劃與實作 (SRM) 

(五) 成功案例分享 

(六) VMware Horizon Suite 技術讓雲中心資安滴水不漏 

 

 

訊息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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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近來各種節日眾多，為迎接各個節日也為本中心剛改版的網站添加豐

富內容，本中心特舉辦電子賀卡設計比賽。本比賽自 101 年 11 月 16 日

起至 102 年 2 月 22 日止，參賽人員共 18 員，投稿作品達 55 件，本中心

同仁並於 102 年 2 月 26 日進行評比，獲獎作品有 6 件，各同仁可自行至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網站\便民服務\電子賀卡」下取用，下方為獲獎之

電子賀卡： 

  

  

  

◎ 102 年 3 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92.168.86.136  ( 研考會 1999) 、 172.18.102.108 ( 南區區公所 ) 、

192.168.86.125 (研考會 1999)、172.31.5.14 (都發局都市修復科 )、

192.168.86.126 (研考會 1999)、172.18.37.66 (新社區公所)、172.18.3.86  

(沙鹿區公所)、172.18.106.166 (西屯區公所)、192.168.117.151 (建設局) 、

192.168.73.13 (財政局庫款支付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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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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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3 月份防毒系統監控發現感染病毒排行榜前 9 機關分別為：大肚

區公所、都市發展局、教育局、豐原區公所、梧棲區公所、霧峰區公所、

社會局、圖書館、大墩文化中心，其中感染病毒筆數最高為大肚區公所

共 521 筆， 其次為都市發展局共 470 筆。資訊中心呼籲同仁，應加強家

中電腦安全防護，目前有多種免費防毒軟體，可於家中非營利使用，功

能齊全，請同仁多加運用，以免資料外洩或影響公務電腦正常運作。 

 

 

◎ 為利同仁更有效利用免費資訊軟體，訂於 102年5月10日上午10：00~12：

00（共 2 小時）假本府文心樓 3 樓 303 會議室辦理「免費軟體讓你佔盡

便宜」講習，邀請台中榮總醫院資訊室-楊晴雯主任擔任講師，講授主題

將介紹如何利用好用的免費軟體， 幫助個人買到遠低於市價的便宜東西、

節省更多的錢，工作更有效率，不但能幫助自己也能幫助企業。 

◎ 本中心已於 102年 4 月 23日(二)下午 13:30-16:30 假惠中樓 4樓會議室辦

理「從電子化政府推動-談資訊人員專業」, 本次邀請內政部資訊中心劉

副主任廷亮擔任講師，講習大綱如下： 

(一) 各國電子化政府發展趨勢 

(二)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 

(三) 內政部資訊業務發展 

(四) 地方政府電子化作業概述 

(五) 資訊人員專業態度/專業技能 

◎ 為加強本府同仁對資安防毒的認知，本中心已於 102 年 3 月 21 日假本府

惠中樓(A 棟)9 樓 901 會議室辦理 2 場次「資安防毒教育訓練」, 本次邀

請到資安專家-黃源慶先生、洪泳森先生擔任講師，訓練主題如下： 

(一) 近期資安事件 

(二) 病毒、Botnet vs APT 

(三) APT 駭客手法 

(四) Trend 防毒軟體使用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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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一級機關：秘書處、政風處、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民政局、社 

                會局、環境保護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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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暴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勞動檢查處。 

（三） 戶政事務所：南區戶政、北屯區戶政、大甲區戶政、大雅區戶 

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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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后里區戶政、烏日區戶政、新社區戶政、霧 

                 峰區戶政。 

（四） 地政事務所：大甲地政、清水地政。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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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witter： 

Twitter 是一個社交網絡及微型部落格服務，用戶可以經由 SMS、電子

郵件、即時通訊、Twitter 網站或 Twitter 用戶端軟件（如 Twitterrific）

等多種管道發佈各種消息，其成立於 2006 年 3 月，除包括最原始的「發

佈消息」之外，亦能用來做「定向」閱讀、關注特定名人或新聞來源、

獲取即時新聞等，同時 Twitter 是網際網路上存取量最大的十個網站之

一。 

◎ DXF 數值交換格式： 

數值交換格式 (Digital Exchange Format) 是由  Autodesk 公司針對 

AutoCAD 軟體發展的交換格式，近年來亦成為許多 GIS 軟體採用為交

換格式之一。   

◎ Plurk： 

Plurk 又叫做「噗浪」，它是類似 Twitter 的一個微網誌服務，但與 Twitter

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能在一條時間軸上顯示了自己與好友的所有訊息，

可以單獨評論別人的 Plurk 的內容。另外，Plurk 亦提供二十餘種語言版

本以供選擇。 

◎ GPRS： 

通用封包無線服務（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縮寫：GPRS）是一種

架構於 GSM 系統運用封包交換之移動數據傳輸技術，其傳輸內容可包

括語音，影音及數據資料。它經常被稱為「2.5G」，也就是說這項通訊協

定是位於第二代（2G）和第三代（3G）之間的移動通訊技術。 

◎ 大地基準(Datum)： 

為將三維的地球繪製為二維的平面，我們要進行地圖投影，地圖投影的

流程為，選擇一個近似地球形狀的橢球體，以橢球體為根據，測量及紀

名詞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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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地形地物的位置，將球面投影到平面，展開平面成地圖。隨著技術的

進步，對地球的形狀有更正確的測量，而套用不同的地球橢球體，同一

個地點會測量到不同的經緯度。大地基準指的就是參考橢球體上必須和

地球位置相對應重合的點。 因此大地基準（Datum）指的就是大地測量

時做為計算依據的事物，其可為實際的真實物理面。 

◎ 大地基準與座標系統： 

原則上，地表上任何一個地理位置都可以用大地基準 (Datum)＋座標系

統， 兩個參數來標示。在台灣常聽到的 TWD67、TWD97、WGS84 等，

都是大地基準，而經緯度、UTM (六度分帶)、TM2 (二度分帶)等，指的

是座標系統。 例如埔里虎子山原點，雖然有不同座標表示方式，指的都

是同一個地理位置。 

 

                 

林來福    職稱：助理管理師              報到日期：102.03.27 

服務單位：資訊中心規劃發展科 

在學期間，了解南部工作機會較少、就

業之困難，深思考量後，決定投入國家考試，

但在學期間屢試落榜。畢業後，有幸於地特

上榜，很榮幸能進入資訊中心服務。 

初入職場缺乏經驗使我緊張萬分，又離

鄉背井在外生活，一切都相當陌生。但是在

報到之後，發現長官和同仁都相當親切、熱

心指導我不懂的地方，讓我心中因無知所產

生的緊張感消退。非常感謝有這麼好的長官

與同仁，使我能快速適應新環境、熟悉工作

交辦事項。 

 

 

 

 

 

 

 

 

新進同仁 

人事動態 

攝於高雄駁二特區 3D 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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