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 計畫背景 

臺中市於 2013 年 6 月榮獲國際組織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的年度智慧城市首獎，特規劃舉辦「2014 臺

中市國際智慧城市論壇」，除了與各界分享臺中市獲得 2013 年度智慧

城市首獎的成功經驗，亦邀請 ICF 共同創辦人及歷年獲獎城市代表發

表專題演說及交流，共同激盪建構智慧城市的理念。 

除了上述論壇活動之外，ICF 首次改變以往於美國舉辦 TOP7 發

布活動的慣例，第一次將年度 TOP7 發布活動選定於亞洲甫獲 2013

年首獎的臺中市舉辦， 對於智慧城市推動的理念與經驗傳承別具意

義。 

本次活動自 1 月 22 日至 24 日止，以論壇、城市參訪，以及 2014

年 TOP7 發布等活動行銷臺中，促進臺中永續發展。 

 

二、 計畫成果 

本次「2014 臺中市國際智慧城市論壇」為期三天的活動相關成

果摘要整理如后：  

(一) 活動行程 

時間 行程說明 

1 月 22 日(星期三)     << City Tour：參訪行程-Ⅰ>> 

09:30 日月千禧酒店接駁 

09:30~10:00 車程 

10:00~11:30 大都會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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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車程 

12:00~13:00 午餐─宮原眼科 

13:00-13:30 車程 

13:30-15:00 霧峰林家 

15:00~15:30 車程 

15:30~16:30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16:30-17:00 返回飯店 

18:00~20:30 歡迎晚宴(Welcome Reception) 長榮桂冠 B2F 長榮廳  

01 月 23 日（星期四） <<2014 臺中市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開幕典禮 

10:00~10:30 專題演講 1： 

智慧臺中全速精進 

臺中市 

胡志強市長 

10:30~11:00 專題演講 2： 

Brain Gain: Creating the best Future 

Cities using only 1300 grams 

Louis Zacharilla, Co-Founder, ICF 

11:00~11:20 休息 

11:20~11:40 經驗分享 1： 

A Global Laboratory: The Promise of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y 

Movement 

Ms Jacqueline DeGarm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CF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y 

11:40~12:00 經驗分享 2：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aipei Intelligent City 

臺北智慧城市的發展與應用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詹德存局長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專題講座及 PANEL(第 1 場) 

智慧政府與生活 

主持人：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張忠
吉主任 
與談人： 
1. Cheol-Soo Park, Professor of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 交通大學林進燈講座教授 
3. 新北市政府研考會吳肇銘主任

委員 
4. 新竹市政府智慧城市專案辦公

室-杜德霖主任委員 

15:00~15:30 休息(coffee/tea break) 

15:30~17:00 專題講座及 PANEL(第 2 場) 

智慧產業與創新 

主持人：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張家
生董事長 
與談人： 
1. 生產力科技集團張芳民總經理 
2. 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楊

東安技術長 
3.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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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周天穎主任 
4.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

戶分公司柯偉震副處長 

18:00~20:30 ICF2014TOP7 Announcement & Dinner (日月千禧酒店 B2F 宴會廳) 

1 月 24 日(星期五)     << City Tour：參訪行程-Ⅱ>> 

09:00 出發 

09:30~10:30 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 

10:30~11:00 車程 

11:00~11:30 大豐環保科技站 

11:30~12:00 車程 

12:00~13:30 午餐-宜豐園 

13:30-14:00 車程 

14:00-15:00 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 

15:00 返回飯店 

(二) 貴賓邀請及參與人數統計 

本次活動邀請對象包括： ICF歷年亞洲得獎城市、近2年

ICF得獎城市、相關產官學研等貴賓及ICF推薦貴賓、各縣市政

府、學校、廠商、公(學)會等，參與者合計超過393人次。 

(三) 活動宣傳 

    為讓本次活動舉辦成功，除了在會前發送邀請函、卡及公

文外，另也透過各類媒體進行宣傳，如： 

1. 活動報名網站： 

    架設智慧城市論壇資訊網站(網址 http://i-city.taichung.gov.tw )，

透過網頁方式進行會議資訊的宣傳及報名作業。 

    網站提供中英文雙語版本，主要分為「論壇宗旨及資訊」、

「論壇議程」、「參訪行程」、「線上報名」、「旅館住宿」、「交通

資訊」等單元，提供論壇辦理宗旨、時間、地點、主辦單位、

議程內容安排、發表人簡介，以及提供會場相關道路指示圖、

會場位置分佈圖等交通資訊等資訊，並設置線上報名機制，以

利人數統計及後續之諮詢聯繫。此外，會後並於網站提供講者

簡報 PDF 檔，讓有興趣的人員至網站下載瀏覽。 

2. 社群網站及電子報發行 

http://i-city.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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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宣傳本論

壇資訊，利用社群

行銷傳播訊息，配

合在社群網站(如：

facebook)發散會

議資訊，更廣泛宣

傳活動；另製作電

子報，主動寄發至

個人信箱，讓各單

位及民眾瞭解智

慧城市論壇各項

資訊及成果。此次

並規劃設計不同

規格之 banner 橫

幅，如圖 2，置於相

關單位網站進行連

結，讓各界及民眾能

透過此管道進而了

解智慧城市論壇內

容。 

3. 新聞媒體邀請 

  發送新聞稿至各媒體，傳達本論壇內容，包括： 

(1) 預擬新聞稿 

    於會前提出預擬論壇新聞稿 3 則，並依序列發布，

讓宣傳熱度保持延燒至活動結束。 

(2) 主動提供新聞記者取得相關資訊 

    協助提供論壇辦理後之相關新聞照片、資料給各媒

體記者，以利會議成果之訊息披露，另外配合本次 2014

年 TOP7 發布活動，本次尋得贊助廠商威達雲端電訊股

份有限公司協助提供發佈現場攝影、剪輯，在第一時間

圖 1、活動宣傳-社群網站及電子報     

圖 2、banner橫幅活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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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現場實況以對外發佈，再次展現本市產官合作完成

任務的最佳例證。 

(3) 媒體報導 

    本次活動引起各方關注，於 1 月 23 日至 25 日包含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工商時報、

台灣新生報、民眾日報、中華日報、台灣導報、中央社、

新浪新聞、中時電子報、大紀元電子日報、及自立晚報

等媒體新聞皆有披露。 

(四) 活動照片 

1. City Tour：參訪行程-Ⅰ 

  

圖 3 參觀大都會歌劇院 圖 4 參觀亞洲現代美術館 

  

圖 5 參觀宮原眼科 圖 6 參觀霧峰林家 

2. 歡迎晚宴 

  

圖 7 歡迎晚宴-1 圖 8 歡迎晚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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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壇現場 

  

圖 9 專題演講人會後合影 圖 10 與會來賓參與踴躍 

 

 

 

 

圖 11 市長專題演講 圖 12 ICF 共同創辦人之一 Louis 專題演講 

  

圖 13 報到現場參與踴躍 圖 14 休息時間茶點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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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P7發布晚宴 

  

圖 15 胡市長與 ICF 共同創辦人 Louis

相見歡 

圖16胡市長於TOP7發布現場上台致詞 

  

圖 17 胡市長與貴賓合影-1 圖 18 胡市長與貴賓合影-2 

 

5. City Tour：參訪行程-Ⅱ 

  

圖 19 參訪人員於寶之林合影 圖 20 參觀大豐環保科技站 

  

圖 21 參觀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1 圖 22 參觀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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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臺中市近年來持續改善網路基礎建設，在縣市合併後，也全心投

入縮小城鄉數位落差，而在就業機會的創造上更是不遺餘力，透過與

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出共享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藉由產

官學合作及配合，讓勞力資源能夠更加契合臺中在地企業所需，而這

些作為充分符合 ICF 三大成功要素並受 ICF 評審青睞，故本市一舉榮

獲 2013 年榮獲智慧城市首獎，這得來不易成果與經驗值得與其他城

市分享，是以本市特於今年舉辦 2014 國際智慧城市論壇，以「低碳、

快捷、幸福智慧城」為主題，邀請 ICF 共同創辦人及 ICF 獲獎城市代

表發表專題演說，及數百名產官學參與。會中包含臺中市、臺北市、

新北市、新竹市及韓國水原等五個獲獎城市就推動智慧城市的寶貴經

驗進行交流，以及資通訊產業界菁英總計超過 393 位與會來賓齊聚一

堂，共同激盪建構智慧城市的理念，活動舉辦的相當精采並圓滿結

束。 

本次活動效益歸納有以下幾點：(一)藉由本次活動行銷臺中，讓

臺中市爭取到在國際媒體上曝光的機會；(二) 藉由本次活動讓各界

更了解臺中及未來發展趨勢，提升本市產官學研等凝聚力；(三) 藉

由論壇主題交流激盪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互為學習成長；(四)藉由舉

辦活動成果的展現，讓市民了解本市資源得以善用資源，生活更智慧

更幸福。 

這次活動是本府第一次舉辦，本府資訊中心在人力與經費有限下

仍竭力完成，並感謝本府文化局、新聞局、環保局、建設局、秘書處、

農業局及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龍

寶建設公司等鼎力協助，讓整個活動順利圓滿結束，這也再次印證本

市的產官學研合作是密切的，有智慧有能力的來接受各項挑戰。未來

我們亦將持續保持產官學研合作關係，參考本次經驗提早規劃及辦理，

期待往後能將活動舉辦得更好，以吸引更多人參與，了解台中、喜歡

臺中，促進臺中經濟發展，繁榮臺中。 

 

 

 

 

 

 

 

 

 

 

 

 
圖 23、本論壇胡市長演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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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密碼、鑰匙在我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有時因為忘記、

疏忽或遺失反而造成生活的不便，而隨著科技的發達，人們就在思考

如何捨棄煩人密碼，以最簡單方便且安全的來進行個人身分的辨識，

而此時以人體特徵作為辨識主體的「生物辨識技術」便變成一股新的

探討及應用浪潮。從早期的部份電腦系統製造商，在筆記型電腦產品

上加入指紋或是臉部辨識功能，到最近各家手機製造商，都將指紋辨

識功能納入了基本的功能之一，這些都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的加

入了「生物辨識系統」的應用，可見得「生物辨識技術」這項技術未

來或許是用來識別個體唯一性的明日之星。 

 

二、 何謂「生物辨識（Biometric）系統」 

簡單來講生物辨識系統就是利用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生理或行為

特徵來辨識使用者的身分，運用生物辨識技術，個人身體上的特徵就

是密碼，因此就不需要費心地去記憶一長串不易記住的數字，因為這

些特徵是獨一無二而且「隨身攜帶」。 

而目前生物辨識技術基本上大致可以區分為「生理特徵」與「行

為特徵」茲針對兩類相關應用做介紹： 

(一)、生理特徵：用於需要嚴格確認身份的情況，是直接擷取人

類活體的生理特徵等方式來辨識身份，相關應用技術如下： 

1、指紋識別：利用軟體分析指紋特徵點的幾何圖案，如每根手

指特有的脊紋與溝紋，然後再與合法使用者登錄的指紋模式

進行比對。 

2、掌紋辨識：主要是測量手指的長度與寬度、手掌寬度與手掌

厚度，將這些測量值記錄下來，並且做為個人的辨識依據。 

3、靜脈辨識：靜脈辨識是利用紅外線攝影機掃描手背上的靜脈

血管溫度，並儲存每個使用者的靜脈特徵，做為日後比對的

樣本。 

4、人臉識別：擷取人臉特徵，包括髮線、前額、兩眼、鼻、嘴

與下巴等，並將這些面部特徵與存放於特徵資料庫中的人臉

特徵資料進行比對，並且即時確認身份。 

5、虹膜辨識：虹膜就是人類眼球中有色的部分，因為每個人的

虹膜皆不同，故可以作為辨識使用。 

(二)、行為特徵：用於需要較高便利性的情況，是擷取人類行為

表現的差異來辨識身份，相關應用技術如下： 

1、聲紋辨識：利用每一個人的講話速度、聲調及嗓音等獨特特

貳、淺談生物辨識系統        李嘉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87%E7%BA%B9%E8%AF%86%E5%88%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87%E7%BA%B9%E8%AF%86%E5%88%A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9C%E8%84%88%E8%BE%A8%E8%AD%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8%84%B8%E8%AF%86%E5%88%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9%B9%E8%8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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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來辨識。 

2、簽名辨識：就是以個人的簽名的筆跡、筆勢、筆順、落筆的

時間與位置等特徵值。然後透過筆跡資料庫中的特徵值迅速

進行比對，確認簽名者。 

 

綜合上述若以準確度來說，「生理特徵」在唯一性及安全性上明

顯優於「行為特徵」，而目前生物辨識核心技術的發展則是以「指紋

辨識」技術較成熟。 

 

三、 生物辨識的應用 

用來辨識不同使用者的技術如同上述，

目前政府機關各項資訊應用系統中也有相

關的應用，最常見到的通常就是在員工考

勤以及門禁安全控制認證，通常是利用指

紋或者臉部辨識技術，搭配相關生物特徵

擷取設備來收集使用者指紋或臉部特徵來

取代傳統打卡等考勤的作業，以減少人事

管理成本以及增加效率；例如臺中市政府

資訊中心即是利用指紋機來收集同仁加班

進出的考勤紀錄，並透過自動化或手動的

方式上傳紀錄至差勤系統，省去人工手動

登入的不便。而在門禁控制安全認證系統，

就像是移民署入出國的自動查驗通關系統，

即是採用電腦自動化的方式，結合生物辨識中的臉部及指紋辨識科技

來過濾旅客身分，提供民眾自助、快速、便捷的入出國通關服務，以

往出入境時得經過人工的查驗，而採用生物辨識技術可將由原來查驗

時間縮短，讓查驗工作更有效率且落實，而此舉亦可解決現行查驗人

力不足問題，以科技取代人工查驗。 

 

四、 結論 

在現在的社會中，生物辨識已被廣泛的應用，帶給人們的便利是

有目共睹的，但方便的科技通常都是兩面刃，在生物辨識上所衍生出

的問題通常牽涉到個資議題及資安問題，例如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資法) 於去年（2012）10 月 1 日施行，並將保護的範圍

不再僅限於電腦處理的個資，其中個資法第 2 條即將「指紋」定義為

個資需受到保護，對於各行各業未來如何蒐集、處理及利用這些唯一

性的個資是否符合法令以及這些個資是否可能遭盜有心人士的拷貝

而遭不法利用，這些都需要我們更近一步的去審思及重新評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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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1、網管人：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fJ_-sViSerEJ:w

ww.netadmin.com.tw/article_view.aspx?sn%3D1306070004+&cd=11&h

l=zh-TW&ct=clnk  

2、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https://www.immigration.gov.tw/egate/ 

3、CTimers：http://www.hope.com.tw/art/print.asp?O=HJR157WU4UTAR-STDP 

 

 

 

 

                                                      

 臺北市電腦公會於 2 月 19 日至 22 日在臺北市南港展覽館

舉辦「2014 智慧城市展」，本府資訊中心張主任忠吉獲邀分

享本府經驗，分別於 2 月 20 日「智慧聯網發展論壇」以「臺

中智慧城之歷程與前瞻」、2 月 21 日「智慧城市空間治理與

生活論壇」以「臺中智慧城發展與空間資訊之應用」為主題

進行經驗分享。 

 

 

 

 

 

 

 

 

 

 

 

 

 

 

 

 

 

 

 

 因應現今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多元運用，為讓本府同仁更

了解 GIS，將訂於 3 月 12 日、3 月 19 日、3 月 26 日及 4 月

2 日上午 9:00-12:00 辦理為期 4 天(共 12 小時)之 Arc GIS 教

育訓練，地點於本府文心樓 2 樓電腦教室辦理，本課程邀請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fJ_-sViSerEJ:www.netadmin.com.tw/article_view.aspx?sn%3D1306070004+&cd=11&hl=zh-TW&ct=cln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fJ_-sViSerEJ:www.netadmin.com.tw/article_view.aspx?sn%3D1306070004+&cd=11&hl=zh-TW&ct=cln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fJ_-sViSerEJ:www.netadmin.com.tw/article_view.aspx?sn%3D1306070004+&cd=11&hl=zh-TW&ct=clnk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egate/
http://www.hope.com.tw/art/print.asp?O=HJR157WU4UTAR-ST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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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專業講師群，歡迎有興趣之同仁

至終身學習入口網（https://lifelonglearn.dgpa.gov.tw/）搜尋

「Arc GIS 系列課程 1－4」課程名稱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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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受測機關

如下： 

(一) 一級機關：主計處、法制局、觀光旅遊局、交通局、建設局、

警察局、地政局。 

(二) 二級機關：風景區管理所、家庭教育中心、停車管理處、文

化資產管理處。 

(三) 戶政事務所：東區戶政事務所、西屯區戶政事務所、大肚區

戶政事務所、外埔區戶政事務所、和平區戶政事務所、梧棲

區戶政事務所、龍井區戶政事務所。 

(四) 區公所：東區區公所、西屯區公所、大里區公所、石岡區公

所、烏日區公所、新社區公所、霧峰區公所。 

(五) 地政事務所：中正地政事務所、太平地政事務所、豐原地政

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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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 月抽測二級機關及區公所共計 47 個機關，於 1

月7發送測試信件，其中當日回復者共44個機關(佔93.62%)、

隔 1 日回復者共 3 個機關(佔 6.38%)，無超過期限未回復之

機關。本次檢測相較於 102 年 10 月檢測結果，當日回復率

上升，隔日內回復率持平且無隔 2 日以上（含）回復之機關，

回復率良好。 

 

 103 年度第一次電子郵件警覺性測試（社交工程演練）將於

103 年 3 月舉辦，主要目的係測驗各同仁對於社交工程電子

郵件的警覺性，以提高駭客攻擊的防禦能力，演練結果屆時

亦函知各機關，並請各機關多加宣導及提醒同仁提高警覺。 

 

 本府 103 年 1 月份 GSN 網路流量 TOP 10 名單： 

 IP 所屬單位 行為內容 

1 192.168.81.29 

社會局秘書室 此社會局 IP大量連至社會局NAS

存取資料 

2 192.168.157.68 

新聞局新聞連繫科 此新聞局 IP大量連至新聞局NAS

https://lifelonglearn.dgpa.gov.tw/）搜尋「Arc
https://lifelonglearn.dgpa.gov.tw/）搜尋「Arc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92.168.081.029@@1687926652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92.168.157.068@@66026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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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資料 

3 192.168.77.98 

聯合服務中心 此 IP 連至 Hinet 個人網站空間做

大量上下載 

4 192.168.219.8 

交通局 此 IP 至 Exchange server 做大量下

上載 

5 192.168.211.133 

都市發展局 此 IP 連至 Hinet 個人網站空間做

大量上下載 

6 192.168.177.91 

法制局 此 IP 連線不明 IP 做大量上下載 

7 172.18.31.65 

后里區公所 此 IP 連至 Hinet 個人網站空間做

大量上下載 

8 192.168.153.13 

文化局 此 IP 做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9 172.18.15.71 

龍井區公所 此 IP 至地方行政研習 e 學中心大

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0 192.168.177.71 

法制局 此 IP 做至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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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out：一種交友軟體的工具，只需註冊一個帳號，可以與

FB 連動或是建立全新帳號。在建立帳號中，可以設定基本

資料，以及期待尋找哪種性別的朋友，會依據使用者搜尋範

圍(位於附近、同一城市、國家等)、性別、年齡呈現；其特

色是加了積分功能，代表使用者資料在 Skout 當中被他人查

看，會立即通知使用者，但不告訴使用者是誰在查看，必須

透過下載推薦的應用程式，邀請朋友加入 Skout 等，以獲取

積分進一步知道是誰在查看。 

 中介軟體：又稱作中間件，是用來連接不同的應用軟體與軟

體元件的一種軟體。中介軟體通常由若干個不同的服務元件

所組成，這些服務元件可用來讓不同伺服器上運作的軟體達

到溝通、整合的目的。 

    依照一般的軟體架構來說，最底層多半為直接與硬體溝

通的基本輸入出系統(BIOS)，再上一層則為中介軟體，而一

般使用者真正使用的應用軟體，則再架於中介軟體之上。 

    隨著 IT 應用架構哲學的演變，以及服務導向架構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逐漸成為顯學，中介軟

體由於可用來扮演整合異質系統的角色，其重要性也跟著水

漲船高，此外，也由於中介軟體定義的鬆散，其範圍也愈來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92.168.077.098@@485560280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92.168.219.008@@894429689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92.168.211.133@@364228444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92.168.177.091@@270744729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72.018.031.065@@1633108117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92.168.153.013@@200790577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72.018.015.071@@146983448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496509200%5e401%5e%5e%5e270192.168.177.071@@82289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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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以致部分業者也開始把企業入口網站、內容管理系統

等，也劃入中介軟體的範圍內，只因這些系統也具備整合不

同應用的功能。 

    目前全球中介軟體市場的主要業者與產品，包括 IBM 的

WebSphere、甲骨文(Oracle)的 Fusion Middleware，以及

TIBCO 旗下的多款產品等。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位址解釋協定是 TCP/IP 

設計者利用乙太網路的廣播性質設計出來的；其功能為透過

標的裝置的 IP 位址，來查詢標的裝置的 MAC 位址，以保證

通訊的順利進行，它的特性和優點是它的 IP 位址和 MAC 位

址的對應關係是動態的，所有機器都能保持最正確的資料。 

 ARP 欺騙（ARP spoofing）：是針對 ARP 的一種攻擊技術，

此種攻擊可讓攻擊者取得區域網路上的資料封包甚至可篡

改封包，或讓網路上特定電腦或所有電腦無法正常連線；攻

擊者通常藉由一個惡毒程序自動發送「ARP 欺騙封包」，其

目的是將ARP封包導到不存在的MAC位址以達到阻斷服務

攻擊的效果，或是讓送至特定的 IP 位址的資料被誤送到攻擊

者所取代的地方。然此種攻擊只有當程序啟動開始發送錯誤

ARP 信息以及 ARP 欺騙包時才會讓某些計算機訪問網路出

現問題。 

 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PUE 是評價機房能源效率

的指標，由 Green Grid（會員多為國際 IT 大廠）所訂定，是

機房消耗的所有能源與 IT 負載使用的能源之比值： 

 

PUE =資料中心總耗電(Total Facility Power)／IT 設備總耗

電(IT Equipment Power)。 

 

 

 

 

 Goggle 地圖街景服務帶你逛世界名勝（http://goo.gl/A4qwS），

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精選街景圖庫，360 度圖片帶您走訪

全球地標、探索自然奇觀，還能還能一窺眾多博物館、運動

場、餐廳和小型商家的內部實景，在家就可以環遊世界喔！ 

 Goggle Cultural Institute

（http://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探索學習來自世

界各地博物館和檔案館的展覽及館藏。以超凡的細膩度探究

文化瑰寶，從隱世珍品到大師鉅作，內容包羅萬象。甚至可

以建立自己的藝廊，與好友分享您的精彩收藏喔！ 

http://goo.gl/A4qwS
http://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
http://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my-gall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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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上網怕中毒嗎？推薦您 Avast 這套高人氣的免費版防毒

軟體（http://www.avast.com/index），該軟體功能齊備，有網

站信用評、中文語音、釣魚偵測、USB 掃毒、遊戲模式等好

用的功能，甚至連沙盒(SandBox)這種高級功能功能都有，實

在不用錢又大碗。沙盒在國內又稱作沙箱，該功能為本機端

虛擬化技術，所有的動作都是模擬出來的，可以有效地防制

未知的惡意程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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