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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102 年 7 月 1 日 

 

 

 

                                                            

 

地理資訊圖資基本資料之蒐集、分析與流通為國家整體發展之重要

基礎建置工作，無論防洪、救災、調配等規劃與管理，皆需仰賴長期而

且完整的地理資訊圖資資料。本文將簡介本府地理圖資供應業務，在加

值、創新、法規制度、組織溝通協調等方面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一、加值應用性 

以下說明負責本府地理資訊流通業務的系統「數位地圖館」在加

值應用上之成效，首先要定義何者為「加值應用」，此處所謂加值應用

指系統可提供之資料使用，超過未建立系統前之原有價值，亦指能促

進資料之使用方式、使用推廣與使用量等，本系統之各項促進「加值

應用」案例說明如下: 

(一) 系統可提供免費圖資下載，促進「加值應用」: 

101 年度免費下載圖層達 460 層，自由下載促進圖資使用推廣

「加值應用」。 

(二) 系統圖資群聚現象，促進整體資料「加值應用」:  

本府之數位地圖館提昇本府地理圖資使用推廣，由表 1 中可看

出本系統因整體圖資流通之提昇，促進圖資各項資料使用之

「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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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數位地圖館地理圖資流通分析表 

數位地圖館系統 101 年度申請圖資 
申請次數 210 

申請圖層數 1749 

數位地圖館系統 100 年度申請圖資 
申請次數 179 

申請圖層數 1706 

101年度申請次數100年度申請次數之提昇比率 111% 

101年度申請層數100年度申請層數之提昇比率 103% 

 

圖 1  101 年申請前 10 名圖層 

(三) 系統圖資群聚促進稀少性圖資「加值應用」: 

數位地圖館收納多方圖資，其中有些圖資因為不易取得而致使

用率不高，但加入數位地圖館後，因整體圖資使用率之提昇，

帶動稀少性圖資之提昇使用，本系統促進了稀少性圖資之使用，

提昇稀少性圖資之「加值應用」。 

(四) 系統提供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功能，促進整體圖資「加值應用」: 

透過系統 CRM 功能之統計分析(如圖 1 之圖資申請排行)讓本

府圖資更新政策能配合實務圖資需求彈性調整，需求最多圖資

優先更新，而提昇圖資使用的「加值應用」。 

(五) 系統提供之不同年代圖資對照，提昇「加值應用」: 

系統儲存有數個年代衛星影像圖、航照圖，可提供比較都市發

展變遷發展之分析，系統另存有不同年代道路圖、門牌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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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圖、都市計畫圖，可由新的思維角度提供都市發展變異的不

同分析方式，提供不同種類與歷史圖資的互相對照的「加值應

用」。 

二、創新性 

本府地理圖資流通服務，多年來在本府各級長官大力支持及廣邀產、

官、學各界專家學者建言與努力下，有多項首創之措施如下表 

表 2 本府地理資訊流通十大創新說明彙整表 

項次 說明 

1 首創以市場行銷方式促銷地理資訊流通，單一商品(圖層) 

促銷與全面圖資流通齊頭並進，促進圖資使用量提昇 

2 首創建立數位地圖館系統 One-Spatial Service 之地方政府

機關 

3 首創辦理政府空間資訊供應流程單一窗口服務，系統整合

本府各機關內部全部單位空間圖資;而圖資之查詢、訂

購、取件、繳費，全程一地服務，以服務為原則 

4 首創訂定以「地方政府整體」為範圍之全面流通方式，至

目前為止「臺中市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準」仍是全國

各級政府機關中，最完善豐富的圖資流通收費標準，改善

供應面思考，以顧客需求面為導向提供服務之系統，並以

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公開為原則 

5 首創訂定「臺中市地理資訊通報作業要點」，本系統收集

圖資與各項計畫產生圖資之週期銜接 

6 系統提供圖資價格低廉、精確度高之影像圖及向量圖，內

容豐富多達 485 圖層，系統圖資格式與歷史年代(橫跨 40

多年)均多元化，促進圖資流通量超過其它地方政府機關

數倍 

7 首創資料更新免費提供，作為流通售後服務項目，並主動

通知對新資料有需求的使用者，以貼心服務贏取顧客支持 

8 首創地理圖資申請方式與圖資範圍選擇，皆採多元化之便

民利民方式處理 

9 當日下單訂購當日即時繳費取件，提供服務快速創新 

10 系統所含圖資豐富全面化，促進圖資全面使用，並使得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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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性圖資得以提供，服務滿足特殊需求者，實現稀少性圖

資流通促進使用 

 

系統收藏總圖層數 485，本系統圖資豐富，圖資數量遠超過其它地方政

府。 

 

圖 2 數位地圖館收藏地理資料庫數量圖 

三、流通供應法規制度之整體推動配套 

(一) 流通供應之政策： 

本府圖資流通供應之政策，原採取地方政府自訂自治條例方式，

訂定「臺中市地理資訊公開自治條例」，參酌政府資訊公開法之

公開為原則，並適時為之公開規定方式，訂定法律條文過程雖較

冗長，但中間過程與本府各機關單位充份溝通，由 93 年訂定至

今仍為全國首創唯一案例。於 99 年度縣市合併後因政府資訊公

開法已通過，乃修改本府條文直接引用政府資訊公開法執行，成

為全國唯一引用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地理資訊流通之自治規則。 

(二) 流通供應之執： 

圖資流通供應之執行方案，依「臺中市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

準」，有別於其他地方政府之流通供應內容僅含括都市計畫、地

政、戶政等 3 至 4 個機關單位，本府之收費標準係對全部市府單

位之圖資訂定整合式流通統一規定，使可流通之圖資內容遠超過

其它地方政府機關，此種單一窗口一站式服務圖資供應服務，為

本府圖資供應之特色。 

(三) 流通供應圖資之種類廣泛： 

本府之地理圖資流通，除圖資項目內容廣泛，圖資可供應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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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GIS、CAD、TWD67 及 TWD97 等多種類型供申請者選擇，

圖資年代版本自 1970 年至 2012 年間 40 餘年代圖資。 

(四) 流通供應新圖資之主動通知： 

對有新版本圖資產生時，本府主動告知各使用單位，如通知本府

各機關及本市各管線事業單位，以主動式服務推廣並開發圖資應

用。 

(五) 提供老顧客持續性服務： 

依本府現行收費標準，新版本圖資可免費提供予曾申購者使用，

以提升使用者忠誠度。 

(六) 圖資流通配套制度完整： 

本府之圖資流通，除依「臺中市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準」規

定外，尚有相關配套法規，如地理資訊推動小組委員會設置要點、

地理資訊通報作業要點、地理資訊基礎資料維護要點、地理資料

品質檢核須知等相關配套措施，以由多個面向互相配合順利推行

圖資流通。 

四、組織對地理圖資之溝通協調聯盟 

地理圖資分屬不同機關管轄，對政府機關而言，對地理圖資之處理

同時表示內部跨組織之協調過程，因應縣市合併後之本市新直轄市機關

組織與廣大的城鄉範圍，本府積極進行地理資訊整合與各項推動業務如

下： 

1. 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簽約互惠取得全市通用版電子地圖。 

2. 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簽約互惠取得全市數值路網圖。 

3. 與國家太空中心及臺灣師範大學簽約取得全市福衛二號影像，並以

本府資訊中心為單一窗口，提供本市各機關及學校使用，達到整合

本市地理資源使用最佳化及推廣至教育體系使用。 

4. 採取以市場行銷方式促銷地理資訊流通，單一商品(圖層) 促銷與全

面圖資流通齊頭並進，促進圖資使用量與使用市場提昇。 

5. 於 100 年度即開始對本市大臺中 29 區之門牌、區里界、1/1000 地

形圖、都市計畫圖及全市共用性底圖、地籍圖等全市 29 區核心圖

資進行整理與流通之處理，圖資整合度遠勝於同時合併之其它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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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五、結語 

資訊中心的功能除重視資訊系統的建立與開發外，對推動資訊業務

的各項「軟實力」亦十分重視。本文不以介紹資訊系統功能方式切入，

改採說明本府地理資訊流通供應業務在加值應用方面的成果在各項創

新方面的表現，及在法規制度上的各項配套及在組織溝通協調上的運作

方式等實質內容，期以資訊業務「軟實力」的建立，說明地理資訊流通

業務的成效。 

◎ 本中心辦理大宅門特區─「資訊交流、智慧電網、再生能源及園區保安

推動計畫」乙案，為汲取「智慧電網」及「再生能源」相關經驗、理念

及借鏡參考，增進資訊資源之策略運用與規劃，訂於今（102）年 6 月

21 日由本中心張主任忠吉率領本中心及逢甲大學團隊相關同仁（共 15

名），參訪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02 年 5 月份防毒系統監控發現感染病毒排行榜前 8 機關單位分別為：

901 市政簡報室、大里區公所、教育局、東勢區隊、北屯區公所、文化

局、南區公所、清水區公所，其中感染病毒筆數最高為 901 市政簡報室

共 2508 筆， 其次為大里區公所共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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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 年 5 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72.18.102.108(南區公所民政課)、172.18.107.166  (南屯區公所社建課)、

172.18.13.29(烏日區公所公用課 )、 172.18.37.66 (新社區公所 )、

訊息報報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2%5e1426013634%5e401%5e%5e%5e270172.018.107.166@@59320944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2%5e1426013634%5e401%5e%5e%5e270172.018.037.066@@194734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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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219.112 ( 交通局 ) 、 192.168.113.114  ( 經發局工業科 ) 、

172.18.13.89   (烏日區公所農建課)、192.168.211.159  (都市發展局)、

192.168.157.68  (新聞局新聞連繫科) 、172.18.25.94  (大甲區公所主

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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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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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已陸續完成 3 個梯次共計 16 個公版機關網站上線

作業，目前剩 12 個機關網站尚未上線，分別為：都市發展局、龍井區

公所、大雅區公所、北區戶政、外埔戶政、石岡戶政、東勢戶政、烏日

戶政、梧棲戶政、潭子戶政、霧峰戶政及清水戶政，全案預計於本(7)

月底前完成所有機關網站上線作業。 

◎ 臺中市政府 LINE 官方帳號訂於 7 月 2 日上線，各同仁只要將此帳號加

為好友後，即可輕鬆取得市府發送的福利措施、重大政策以及活動訊息，

連颱風天是否停班停課或災情狀況都可一併掌握。 

加入方式：於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 LINE主畫面選「其他」，再選「官

方帳號」，找到「臺中市政府」加為好友即完成。 

 

 

◎ 為利同仁更進一步了解社群軟體與巨量資料之管理，本中心於 102 年 6

月 21 日下午 2：00~4：00（共 2 小時）假本府惠中樓 9 樓 901 會議室辦

理「當 facebook 遇上海量資料:我的經驗，你的發想」講習，本講習邀

請逢甲大學資訊處資訊長-李維斌先生擔任講師，講授大綱包括: 

(一) 變與不變  

(二) 新群體生活-Facebook  

(三) 茫茫海量資料  

(四) 社群的生命力 

◎ 為增進資訊同仁更熟悉 Windows server 2008 操作，本中心於 10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00~12：00 及下午 1:30~3:30（共 5 小時）假本府文心樓 2

樓電腦教室辦理第二梯次之「Windows Server 2008 規劃與管理」教育訓

練課程。本課程邀請勞委會職訓局課程專業講師-陳正昌先生擔任講師，

講授主題包含： 

(一) AD CS 憑證服務設定 

(二) 佈署和管理之驗證 

(三) AD LDS 輕量型目錄服務設定 

(四) 維護和存取之管理平台解決方案 

重要活動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2%5e1426013634%5e401%5e%5e%5e270192.168.219.112@@1633108117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2%5e1426013634%5e401%5e%5e%5e270192.168.113.114@@200790577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2%5e1426013634%5e401%5e%5e%5e270172.018.013.089@@146983448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2%5e1426013634%5e401%5e%5e%5e270192.168.211.159@@822890675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2%5e1426013634%5e401%5e%5e%5e270192.168.157.068@@631704567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2%5e1426013634%5e401%5e%5e%5e270172.018.025.094@@49877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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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形病毒(Stealth virus)： 

它是一種會嘗試躲避防毒軟體偵測的病毒，會刻意隱藏避免被發現，該

病毒發作後，會立即將自身病毒體刪除，然後將病毒碼插入到正常的系

統文件中，讓電腦以為沒有中毒，卻任由已遭受感染的區域散佈病毒。 

◎ 網路金流： 

金流使用者透過網路加密安全機制進行消費，即非實體交易。目前常見

的網路金流有線上刷卡、線上虛擬帳戶、超商資訊機繳費等，應用範圍

包括網路購物、帳單繳費、線上申辦、水電代收等，可節省使用者實際

奔走的時間。使用網路金流時應注意是否已有安全機制保護，並小心個

資外洩及不肖業者之詐騙。 

◎ 體感科技： 

即排除按鍵、操縱桿、滑鼠等操作，並透過體態感應(如觸覺、壓覺、溫

覺、痛覺和本體感覺等，即關於肌肉和關節位置和運動、軀體姿勢和運

動以及面部表情的感覺），以直覺式、肢體反射或日常生活操作的方式與

多媒體進行互動。目前常見應用於電玩遊戲、大型展場等，如:xBox、

VR(虛擬實境操作)等，應用系統可感知操作者的體態變化，啟動相對應

之系統功能，近期亦結 3D 或 4D 的技術，呈現於大型展場體驗。。   

◎ 惡意軟體(Malware)： 

指軟體中含有惡意或不良意圖之程式的統稱。惡意程式包括：病毒(Virus) 

、蠕蟲(Worms)、疆屍網路(Botnet)、木馬程式(Trojan Horse) 、間碟軟體

(Spyware)、廣告軟體(Adware)等。惡意軟體會在未經使用者許可的情況

下在使用者電腦上安裝執行，侵犯使用者權益的軟體。惡意軟體特徵行

為有破壞使用者電腦上檔案、強行修改使用者軟體設定、強行彈出廣告

或其他佔用系統資源、竊取使用者個人資訊、控制使用者電腦做不良用

途等。 

◎ 間諜軟體(Spyware)： 

惡意軟體的一種，通常會於免費提供下載的軟體中暗藏 Spyware 程式，

當使用者下載安裝後 Spyware 程式也會被植入電腦中，當電腦被啟動，

不明人士即可藉由 Spyware 程式將竊取使用者電腦中上的資料，且利用

網際網路將資料傳到遠方不明的伺服器中。這些資料有可能是使用者個

資(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等)、IP、上網瀏覽網站資訊、信用卡帳號及

電腦檔案資料等。 

名詞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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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帽駭客認證 CEH (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駭客分為三種，黑帽、白帽及灰帽，其中黑帽就是違反道德理倫規範做

壞事的駭客；灰帽的動機最不明，他們通常會侵入企業電腦尋找資安漏

洞，但是卻不見得會提醒企業修補漏洞，所以最讓企業傷腦筋；白帽則

是常常協助企業防止黑帽駭客入侵；Ethical Hacker 是指合乎道理倫理規

範的駭客，現在已經有許多訓練機構為駭客進行能力檢定，並頒發 CEH

證書給駭客做為能力證明，通過 CEH 認證的人員，企業可顧用其為企

業針對對電腦系統進行滲透測試或是安全維護工作，藉由測試及維護找

出企業之安全漏洞及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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