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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102 年 9 月 1 日 

 

 

 

                                                            

 

壹、 智慧城市的興起 

在全球人口突破70億之際，人類的生活也隨著雲端運算、新一代行

動寬頻網路、下一代網際網路等新科技的發展，往高階智慧的方向來發

展。目前全球已經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下一代網際

網路則促成了資訊的無縫接軌，三者交織成無所不在的數位網絡，徹底

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臺中市近幾年也積極投入基礎寬頻網

路的建設，打造了全國最高的WiMAX覆蓋率95%、全國最長寬頻管道佈纜

1,803公里，同時除了在各大專院校、高中及國中小等校園佈建無線網

路環境協助教學應用，也在臺中市各區圖書館、文化中心及政府機關民

眾洽公等459個場所提供免費無線網路熱點，讓無法付費使用網路的民

眾也能便利的享有網路服務，運用網際網路的互動流通人人都可以取得

接近資訊的機會及其他的科技技能、知識與個人能力，完善的網路基礎

建設及人民的資訊素養，使這個城市擁有資訊競爭力。 

貳、數位落差轉換成數位機會 

在建構便捷網路環境的同時，要讓寬頻科技貼近民眾的需要，進而

創造宜居的生活，除了各項服務或系統在規劃設計時應考量符合需求、

簡單易用等等原則外，提昇民眾對應用資訊化、行動化、智慧化設施及

服務的認知與素養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然而在資訊通訊科技擴散過程

中，隨著不同族群導入時間不同，無法避免會產生數位化時間差現象。

數位化時間差的結果是，網路非但沒有消弭社會不公平，反而產生新的

差距，這種現象一般稱為「數位落差」。但近年來已減少使用「數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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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陳述，而是更積極地以「數位機會」的概念，積極規劃幫助具有

數位落差的族群提昇享有便利資訊應用的機會與能力，因此本市除了設

立數位機會中心，目標為提供偏鄉地區和弱勢民眾、學童便利上網及收

訊之環境，提升學童與民眾的資訊素養，培植偏鄉地區在地民眾運用數

位工具之學習能力，以及改善所需之人力資源，促進在地文化、農林漁

牧或觀光等特色產業之發展；同時也針對勞工、新住民、中高齡、婦女、

原住民、身心障礙、中低收入戶等等較易有數位落差的民眾開辦了多項

免費電腦課程。 

參、賡續推動民眾上網計畫 

為了縮短數位資訊差異化，我們更要努力創造便利的e化網絡環境，

讓民眾樂於學習智慧生活應用，而政府機關必須扮演引導者角色，引領

民眾善加利用現有資源並走向e化時代，積極的規劃減少數位落差的工

作，其中最有直接效益就是教導全民上網活動。本市從2008年起配合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推動民眾上網計畫」，開辦免費學習電

腦課程為例，從2008年開辦至2011年止，開班總數超過450班，總參訓

人數更達1萬餘人(活動成果照片如圖1-圖4所示)，另參考每期學員們課

後滿意度調查，對於課程內容、師資授課及環境等問題，滿意度平均都

在90%以上(如圖5-圖6)，除獲得民眾良好回應外，顯見類此課程對提供

數位均等甚有助益。但由於從2012年起，行政院研考會礙於組織改組暫

不再補助各縣市政府推動民眾上網計畫經費，可是市民對於該計畫皆十

分支持與投入，因此我們希望延續計畫精神，積極爭取預算編列推行了

「臺中市政府推動民眾上網計畫-臺中市民免費電腦課程」，繼續提供民

眾便利且免費的學習課程。 

 

 

 

 

 

 

 

 

 

 

圖1 2011推動民眾上網學員大合照         圖2  講師課堂細心指導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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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以行動教室服務偏遠地區       圖4  頒發2010年結業證書 

 

 

 

 

 

 

 

 

 

 

 

 

圖5  2011年推動民眾上網計畫-學員課後滿意度調查1/2 

 

 

 

 

 

 

 

 

 

 

 

 

圖6  2011年推動民眾上網計畫-學員課後滿意度調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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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特色介紹 

一、 均等學習機會 

今(102)年「臺中市政府推動民眾上網計畫-臺中市民免費電腦課程」

係委由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招生及授課，活動時間從102年5月7

日至102年11月30日止。預計一般民眾參訓人數可達1,500人次以上、身

障民眾參訓人數可達100人次以上，預計總參訓人數達1,600人以上，為

考量民眾就近上課及公平性，今年於本市29個行政區皆有開班(身障班因

需有特殊授課場地除外)。另根據行政院研考會101年對各縣市之鄉鎮市

區作數位發展分類，本市有7個行政區(和平區、東勢區、新社區、大安

區、大肚區、外埔區和石岡區)屬資訊發展待加強地區，在這些資訊待加

強的偏鄉地區亦增加開班數量，讓市民都享有公平學習機會。 

二、 課程分級貼近民眾需求 

今年開班分成「一般民眾班」及「身障民眾班」，為讓民眾依其程

度學習，一般民眾班又分為「入門班」與「進階班」，讓已有基礎資訊

能力的市民，也能直接報名進階班，學習更深入的課程單元。一般民眾

班分別上課9小時，身障民眾班由於考量其身體狀況及學習吸收能力，故

採混合課程共授課12小時。且為方便學員參訓，將同時提供假日、非假

日白天、非假日夜間的上課班別，並配合報名狀況調整開課時間。 

三、 關懷弱勢族群 

招生對象以設籍或居住、工作於本市，並以弱勢群眾，包括:新住民、

原住民、中高齡或不會使用電腦之民眾為報名優先對象，讓低收入戶弱

勢家庭成員、偏鄉民眾都可以輕鬆無負擔的快樂學習。強調班級上課品

質，讓每一位學員都能充份獲得講師之關注及指導，每班並配置一名助

教以輔助講師協助指導學員。針對身障人士，考慮到他們學習能力較一

般人緩慢及不便，課程時數比一般民眾班別較長，並視身障學員身體及

學習狀況調整之，並且借用合法且符合身障人士上課之場所及相關輔助

教具，提供其最優質安全的上課環境。 

四、 課程實務應用 

課程內容以生活應用為主軸，以循序漸進的小單元主題方式，加上

專業講師實機操作示範解說，讓課程步驟清楚並實用。讓民眾在學完課

程後能夠達到利用網路找尋工作、線上面試；透過網路，使用ｅ化政府

各項線上服務，真實傳達民意；使用網路買賣交易，減少出門購物機會，

省下交通車程時間；利用網路預約掛號看診，不須浪費排隊等待時間…

等，利用網路學習更多智慧生活大小事，除了節能減碳外，也省下許多

寶貴時間，讓市民可充份利用空餘時間做更多有意義的事。 

五、 主動服務 

針對偏遠地區未有電腦教室場地及設備，今年度本計畫亦強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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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教室」的推行，為照顧偏遠居民學習權利，解決無網路及硬體設備問

題，期望深入偏鄉地區並增加其寬頻建設之密度，創造更多數位學習的

機會，讓每個人都擁有公平的學習權力。課後，我們也利用學員對於學

習後之滿意度調查，包括課程內容、講師教學、環境設備、整體評分及

建議等，讓我們能檢視辦理過程中的優缺點，作為日後改善之方向，也

讓計畫的設計及執行更加完備，也能鼓勵市民多多參與。 

六、 持續性學習 

本計畫除了提升市民資訊應用素養外，為延續計畫之重要精神，今

年將舉行「參訓學員心得徵文活動」，讓學員撰文投稿分享課後心得及

平日應用之實際狀況，並用實質贈獎鼓勵民眾主動報名進階課程，讓學

習持續進行。在課程中除了發給上課學員一本全彩 A4規格大小之教材

書本，內附教學光碟，讓民眾不論在課堂上或回家後都能夠不斷學習，

而且我們貼心的在光碟內附贈了 5門數位學習課程，希望民眾可以多多

學習不同的數位課程內容。另外也拍攝相關影片以上課學員課後在生活

上的實際應用案例作為宣傳本府推行本計畫之活動效益，期能讓更多人

看見大臺中為民服務的用心以及主辦單位對本計畫投入的努力，也吸引

更多民眾參與這樣有意義活動。 

伍、打造「無憂、低碳、幸福智慧城」 

城市的數位內涵係代表智慧城市的一重大指標，為了讓市民都能擁

有便捷生活，本市積極打造寬頻網路基礎建設，創造e化友善環境，也為

了提升城市的資訊競爭力，除了硬體建設外，在人民數位技能的培養上，

我們針對不同年齡、族群對象努力開辦適合的資訊應用課程，希望帶動

市民e化學習風潮，提供更多的數位學習機會，藉由課程推廣政府的e化

服務，提倡各項線上申辦便民功能，並設立多元數位學習管道，讓市民

能快樂無負擔地學習，民間業者及非營利組織也多為同樣的目標，以不

同的方式共同努力著，未來，我們希望能夠結合政府及民間資源，整合

數位學習管道，讓市民能獲得更多的學習空間及時間，因為資訊時代不

斷的進步，所以我們也鼓勵民眾一定要主動學習並應用所學，希望透過

這樣的課程讓民眾們學會運用智慧科技方式處理生活大小事，期待市民

們與我們共同打造一個無憂、低碳的幸福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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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LINE 官方帳號 102 年 7 月 2 日已上線，提供福利措施、生

活資訊、停班停課資訊，歡迎各位同仁或轉知好友一起加入。 加入方式:

打開 LINE-->其他-->官方帳號-->臺中市政府-->加為好友。 

 

◎ 本中心於本(102)年 8 月 7 日邀請政府資訊委外服務團(GIAST)前來本府

文心樓六樓研考會大會議室舉辦 PMO 導入與輔導說明會，說明政策依

據、政府資通訊 PMO 推動架構、服務團服務對象與原則、服務團的組

成、顧問諮詢服務、講習與輔導。 

 

◎ 為讓本(10 2)年度新導入公版網站的 28 個機關資料上稿人員及網站維護

管理人員熟悉「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系統操作，已於 7 月 22 日至

25 日及 8 月 5 日至 6 日完成 5 梯次基礎班及 3 梯次進階班之系統教育訓

練。 

◎ 本中心舉辦「市政 e 點通，答題送好康」抽獎活動，活動期間總共吸引

4,302人參加，並於 8月 2日完成抽獎，以電腦隨機抽出 1名特獎(iPad mini)

及 90 名普獎(300 元超商禮券)得獎者，並將名單公布於活動網站。 

 

訊息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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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政府機關資訊服務管理，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與本中心於本

(102)年 8 月 15 日(週四)假本府台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 會議室舉

行「推廣政府資訊服務管理制度座談會」，讓本府一級機關及本中心了

解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正積極推廣之資訊服務管理觀念與作法，並傳

達政府資訊委外服務團（PMO）尚有提供資訊委外之顧問診斷或諮詢服

務之申請額度訊息，各機關如有需求可逕向 PMO 服務團申請。 

 

◎ 102年7月份本府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網路流量 TOP10 名單如下表所示： 

 使用 IP 機關/單位 

1 192.168.77.98  秘書處文檔科 

2 192.168.157.68  新聞局剪輯站 

3 172.18.13.89  烏日區公所 

4 172.18.107.166  南屯區公所 

5 192.168.211.159  都市發展局 

6 172.18.13.29  烏日區公所 

7 172.18.13.55  烏日區公所 

8 172.18.31.84  后里區公所 

9 172.18.101.57  西區公所 

10 172.18.102.108  南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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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 年 7 月份防毒系統監控發現感染病毒排行榜前 9 機關單位分別為：

大甲區公所、東勢區公所、大肚區公所、大里區公所、教育局、中興地

政事務所、圖書館、社會局、北屯區公所，其中感染病毒筆數最高為大

甲區公所共 8199 筆， 其次為東勢區公所共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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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92.168.077.098@@1687926652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92.168.157.068@@485560280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72.018.013.089@@1194953865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72.018.107.166@@364228444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92.168.211.159@@221558440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72.018.013.029@@106395803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72.018.013.055@@146983448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72.018.031.084@@822890675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72.018.101.057@@631704567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024816268%5e401%5e%5e%5e270172.018.102.108@@49877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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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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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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ickjack： 

clickjack 點擊劫持是一種社交工程陷阱，通常出現在 Facebook、

Twitter 等社群網站的動態消息、塗鴉牆、或私人訊息，其中夾帶惡意

連結，讓被駭對象卸下心防點選連結，導向假登錄頁面，進而竊取帳號

密碼，並藉此攻擊的循環繼續擴大下去。 

◎ ZigBee： 

ZigBee 這個名詞來源於蜂群使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通信方式，蜜蜂藉由

跳 ZigZag 形狀的舞蹈來分享新發現的食物源的位置，距離和方向等資

訊。ZigBee 是一種應用於低速短距離傳輸的無線網路協定，採用 IEEE 

802.15.4 標準規範。主要特色低功耗、價格低廉、靈活，可靠並具備自

愈功能、支援大量網路節點、支援多種網路拓撲、配置快速便捷。 

名詞彙編 

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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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座標： 

每一支電線桿上大都印有編號數字，藏著該電線桿的是二度分帶 TM 座

標。在台灣即使不用攜帶 GPS 接收儀，也能準確地定出座標，而且誤

差只有 10 公尺，只要您有合乎地理座標的地圖，到那裡都不會迷路。

電線桿與配電箱上的那排編號數字，我們即稱之為「電力座標」。因此當

我們在荒山野嶺的或者是產業道路發生各種狀況的時候就可以利用附近

電線杆上的編號，提供給相關單位，就能快速的鎖定您目前所在的位置。

拜現在科技所賜，這組編號不再只是只能拿來就救難使用，現在只要利

用 Android 手機，就可以利用這組編號來快速查詢地理位置，甚至可以

用來當做導航的查詢依據。  

◎ G-Sensor： 

G-Sensor 是重力加速度感應器的意思，可偵測裝置的位置和動作。這有

助於引導顯示器根據您持有裝置的方向，來確定要以直向或縱向方式檢

視。如果行車記錄器內建有 G-Sensor，在行車同時可以在影像檔案中同

步記錄 XYZ 三軸方向。當車輛發生碰撞時，可以記錄由哪個方向的撞擊

情形、甚或是追撞、碰撞等順序，同時會自動將撞擊前後一定秒數的影

像（約 10～30 秒間）單獨錄製起來，避免因為循環錄影而被覆蓋過去。

此外，G-Sensor 也可以在遊戲中控制動作類型或在其他需要以動作做為

輸入的應用程式中使用。 

◎ ESD：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 即"靜電放電"的意思，自然界中的物質，可

經由某種過程而獲得或失去電子(例如摩擦或感應起電)，這類的電荷即

稱為靜電，電子元件或系統在生產、製造、組裝、測試、搬運、存放等

的過程中，靜電會累積在電子元件、儀器、儲放設備、人體等之中，當

這些正電荷或是負電荷逐漸累積時，會與周圍環境產生電位差，而人們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這些物體相互接觸，因而形成一放電路徑，即稱

此為靜電放電現象，這種破壞會導致電子元件以及系統形成一種永久性

的毀壞。 

◎ AI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也稱作機器智能，是指由人

工製造出來的系統所表現出來的智能。其以電腦或機電整合裝置從環境

中接收資訊，在以擬人化的邏輯、機率和連續數學、感知、推理、學習

之演算法來執行對應行動，代替人類解決日常生活或專業領域所面臨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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