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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公務機關若要提供更令人滿意的服務，

除了同仁們的認真努力外，也需要便利的系統來輔佐業務的辦理，早期

沒有資料查詢平台如免書證免謄本便民服務系統的時候，辦理業務須備

齊所有文件，造成業務辦理時間冗長，對於民眾服務不便利，進而影響

公務機關形象，有鑑於此，免書證免謄本便民服務系統就這樣誕生了。 

二、 建置目標 

為配合「電子化政府」，以及提供更方便的資訊系統，實現以網路取

代馬路的目標，達成資料共享的願景，於是本中心與民政局、地政局及

地方稅務局透過整合規劃，以及各相關單位的全力配合下，建置一套具

備完整性與共享性的資料查詢平台即免書證免謄本便民系統。本系統於

民國 94 年正式上線，藉由資料庫整合機制，以彈性、快捷與安全為方針，

完成整合式的查詢平台，達成府內資訊交流與分享，提升行政效率、減

少資料錯誤率與重覆，並提供系統穩定及操作簡便之作業方式，不僅增

加同仁業務辦理效率，亦可減少民眾交通往返，降低社會成本，提高為

民服務品質，發揮總體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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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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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功能介紹 

免書證免謄本便民服務系統提供同仁一個整合的資料查詢平台，在

此平台上可以查詢戶政、地政及稅籍資料，藉由與民政局和地政局資料

介接，以及與地方稅務局資料交換方式，確保所系統所查詢的資料能夠

持續更新，本系統除查詢資料外，可設定業務查詢原因、產生統計報表

等等功能，本系統之登入畫面(如圖 1)，免書證免謄本便民服務系統功能

特色如下： 

(一) 提供戶政資料查詢功能(如圖 2)：提供個人戶籍資料、全戶戶籍

資料、個人除戶資料及全戶除戶資料、村里門牌異動變更前資

料、村里門牌異動變更後資料等資料查詢功能。 

(二) 提供地政資料查詢功能(如圖 3)：提供土地標示部資料、土地所

有權部資料、土地他項權利資料等查詢功能、建物標示部資料、

建物所有權部資料、建物他項權利資料等資料查詢功能。 

(三) 提供房屋稅籍資料查詢功能(如圖 4)。 

 

 

 

     圖 2、戶政資料查詢 圖 3、地政資料查詢 

 

 

 

 

 

 

 

 

 

 

 

    圖 4、房屋稅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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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安全架構 

本系統架構在本府

TCP/IP 區域網路之上，

使用者自 Client 登入時，

以SSL加密傳輸協定連

線至 Web 伺服器，可確

保資訊不被第三者擷取，

本系統與網路連線架構

如圖 5 所示。 

本系統整合戶政、

地政及稅籍資料查詢等

功能，提升資料共享的

能力，在資料利用網路

上傳輸的同時，本系統

亦考量資料安全，在資

料傳輸的過程使用 SSL 加解密，並藉

由嚴格的帳號管理機制，確保資料安全不外洩。 

因本系統所查詢的是個人資料，為避免資料外洩，本系統僅供公務

機關作公務用途使用，而且使用者須經過授權，由本中心授權給各單位

管理者，再由單位管理者授權給一般使用者，藉由分層管理以確保資料

安全。 

五、 使用情況 

目前本系統有 98 個公務機關使用，提供之業務項目超過 200 項以

上業務，受理業務承辦人員達 500 人以上，成功查詢次數單月已達

10,000 次以上。本系統 102 年透過免書證免謄本系統查詢戶政、地政及

房屋稅籍資料件數為 145,610 件(其中戶政共 122,034 件、地政共 9,627

件及房屋稅籍共 13,949 件)，近三年使用情形統計數據彙整如下表格： 

 

 

 

 

 

 

 

由上表得知本府公務機關同仁使用者眾多，為期本府各機關同仁能

熟悉使用本系統，本中心每年舉辦系統管理者操作教育訓練，並以分層

管理為原則，由各機關(單位)之管理者向下指導該機關(單位)業務同仁操

作及權限管理等，使公務機關辦理業務更有效率，提升服務品質。 

六、 結語 

年度 戶政 地政 房屋稅 

100 61988 5408 7529 

101 169892 6085 12174 

102 122034 9627 13949 

圖 5、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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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各公務機關業務流程簡化，以及本系統線上查詢資料的功能，

使民眾申辦業務時更加便利。為達成行政院所推動之「免書證免謄本」

目標，各業務機關思考如何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並以本系統作為輔助工

具，提高為民服務品質，發揮總體行政效率。本系統將持續提供使用線

上查驗資料的功能，各公務機關可依業務需求，向本中心申請系統使用。 

 

  

 

 

一、 資訊革命 

人類歷史上工業革命始於 18 世紀並促成了世界現代化，在 20 世紀

末也掀起另一股風潮－資訊革命，引領著人類走向一個嶄新的世界，隨

著網路通訊的蓬勃發展，人手一部電腦、平板或智慧手機，生活再也離

不開網路世界，從此真實世界上的每個角落彷彿無遠弗屆、天涯若比鄰，

不僅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也開始接觸另一個新世界，而這世界既虛幻卻

又真實，在網路世界裡的輿論甚至能引發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在國片

「BBS 鄉民的正義」中，駭客散布不實的資訊言論甚至可以危害到真人

的生命，可見網路世界不再是虛擬而已，而是跟真實生活密切結合。網

路的應用只是資訊革命歷程中率先引爆的亮點。電影創作者正不斷構築

一個不久未來的世界，而你準備好了嗎？ 

二、 虛擬與現實的界線 

1999 年上映了膾炙人口的「駭客任務」，當生活變得既逼真又全部

都是幻覺的時候，虛擬跟現實的界線卻也變得模糊，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人類追求的夢想，隨著 3D 科技的發展，本來只在臺中市科

學博物館立體劇場上映的 3D 影片設備，已在全國各大電影院中成了標

準配備，當人們戴上 3D 眼鏡觀看「阿凡達」時，就好似身入其境、如

夢似幻般，伸手彷彿可以觸及那些逼真的生物：劇情裡潘朵拉星球上的

土著納美人及奇怪的動植物，而這生物些不過是在 3D 動畫製作軟體下

的產物而已，使用 3ds mas 或 Maya 再加上 Potoshop 似乎就可以製作強

大的電影場景跟特效，再加上 3D 動作捕捉器，使得電影上的景物真假

難辨。「阿凡達」導演柯麥隆說：「在電影末尾有一處傑克被奈蒂莉抱起

的場景，傑克是人類而奈蒂莉是納美人，他們發生了互動。」且在「少

年 Pi 的奇幻漂流」裡，你很難想這片是在臺中市前水湳機場故地所搭建

的水池裡拍攝的，更難想像片中真人與動畫老虎之間的互動都是假的，

但是這些互動正進入你我的生活中：3D 電影、電視遊樂器的體感設備、

擴增實境或 3D 投影等，讓你很難無法不去注意它們。 

三、 互動科技簡介 

3D 電影原理在於「雙眼視差」，就是人的左右眼有約 6.5 公分的差

距，使我們觀看物體時，左右眼從不同的角度，接收不同的影像，而大

貳、淺談電影中的資訊科技-互動篇             陳凱 

      李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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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將兩幅不同的影像結合成一幅立體影像，故只要類比出「左右眼接收

著不同影像」的視覺環境即可。播放電影時，使用雙投影機同時將左右

圖像投影於銀幕，搭配「偏光鏡」使我們的左右眼分別得到一組影像，

就能體驗 3D 電影的樂趣。 

目前最先進的電視遊樂器體感設備 Xbox 360 的 Kinect，主要靠紅外

線 CMOS 攝影機的 3D 深度感應器偵測玩家的動作，利用 TOF（Time of 

Flight）技術去計算光線飛行的時間，讓 Kinect 發出脈衝光，並在發射

處接收目標物的反射光，測量時間差算出目標物的距離，再使用紅外線

及加速度計感應器，感測立體空間的相對位置變化，所偵測到的 3D 深

度圖像，轉換到骨架追蹤系統，達成全身體感操作，甚至打造玩家的全

身造型進入虛擬遊戲或社群世界去互動。Kinect 為了看懂使用者的動作，

利用機器學習技術（machine learning），建立龐大的圖像資料庫，盡可能

理解使用者的肢體動作所代表的涵義。不只在遊戲中才能用到體感技術，

Kinect 目前結合電腦系統已應用在體感辨識、機器人控制、醫療復健及

擴增實境等各領域中。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是一種實地計算攝影機中影像

的位置及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在螢幕上把虛擬世界套在現實世

界並進行互動，讓每個人眼中的世界更加多樣性。AR 可歸為 GPS 地圖

導航的升級，以提供在地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從街景深

入到廣告招牌、公車站牌、商店櫥窗、菜單等無所不在的日常生活萬事

萬物中。目前在手機上，已經出現不少的擴增實境的應用，如「hiPage

搜 go！」中華黃頁以豐富企業資料優勢結合擴增實境技術，提供食衣住

行育樂上多樣的店家資料，導航技術也能指引準確的方向及路徑。 

如果說 3D 電影跟擴增實境將虛擬世界融入真實世界是「單點」的

話，那 3D 投影就是「套餐」，它不須透過偏光鏡或手機螢幕，而直接將 

3D 虛擬物體投影在真實世界中。近年來許多舞台展演結合 3D 投影擬真

到難以分辨真實與虛構的視覺效果，如初音未來演唱會、席琳狄翁與貓

王跨世紀對唱、麥克傑克森復活演唱會都是仰賴 3D 全息投影技術，原

理是 3D 攝影技術的逆向展示，利用光學原理，通過「透明投影螢幕」

上形成立體影像，呈現 360 度的 3D 影像，觀眾從任何角度觀看影像的

不同側面皆不會失真。透明投影螢幕具有全息圖像的特點，只顯示來自

某一特定角度的圖像，而忽略其他角度的光線。即使在很亮的地方，也

能顯示非常明亮、清晰的影像，所以我們在家也可以投影出自己喜歡的

明星在你面前跳舞哦！ 

四、 真假難辨的世界 

  虛擬的事物以假亂真地存在現實的空間中，真實的人物遨遊在虛擬

網路世界中，現實與虛擬的世界已難以區分，人類的世界好比進入類似

電影「創：光速戰記」般科幻，當真實主角進入了虛擬世界中把虛擬的

女主角帶到現實來，這麼科幻的情節，到底未來會不會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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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縣政府於 4 月 8 日由

建設處翁處長自保率隊與

本中心進行資訊業務交流，

由本中心進行「大臺中圖

資雲」的系統架構、資料

內容、服務內容、入口網、

應用實例及未來規劃等進

行簡報，並與在場多位專

家學者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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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受測機關如

下： 

(一) 一級機關：經濟發展局、人事處、農業局、衛生局、都市

發展局、消防局、地方稅務局。 

(二) 二級機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體育處、仁愛之家、海岸

資源漁業發展所。 

(三) 戶政事務所：西區戶政事務所、南屯區戶政事務所、大里

區戶政事務所、石岡區戶政事務所、東勢區戶政事務所、

清水區戶政事務所、豐原區戶政事務所。 

(四) 地政事務所：中興地政事務所、東勢地政事務所。 

(五) 區公所：南區區公所、南屯區公所、大甲區公所、大雅區

公所、沙鹿區公所、神岡區公所、潭子區公所、后里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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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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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103 年 2 月抽測一級機關、地政事務所及戶政事務所共

計 67 個機關，於 2 月 11 發送測試信件，其中當日回復者共 61

個機關(佔 91.04%)、隔 1 日回復者共 6 個機關(佔 8.96%)，無超

過期限未回復之機關，相較於 102 年 12 月檢測結果，雖當日回

復率下降，惟隔日內回復率持平(達 100%)且無隔 2 日以上（含）

回復之機關，回復率良好。 

 本中心進行之「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擴充

及推廣計畫」業於 2 月 11 日至 14 日完成各機關需求訪談，將

在 3 月及 4 月陸續完成各導入機關網站版型設計及目錄樹建

置。 

 本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上半年度教育訓練課程開辦了！為加強

機關種子人員、新進人員及尚未熟悉公文系統操作同仁對系統

操作能力，於 103 年 3 月 13 日至 6 月 12 日開辦公文整合資訊

系統上半年度教育訓練課程，課程包含承辦人、主管、種子人

員、文書、總收文、總發文、登記桌、檔案管理作業等 8 項，

共計 32 場，歡迎本府各機關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若各實體課程皆已額滿，請多加利用數位學習資源，請至

地方行政研習 e 學中心（http://elearning.rad.gov.tw），登入後點

選網頁左側「自製教材專區/縣市自製教材專區(無認證時數)/台

中市專區/台中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線上教學」上課，本中

心將就完成課程者定期辦理學習時數核發作業。 

 本府 103 年 2 月份市政大樓十大中毒電腦排行 

排名 用戶端名稱 病毒總數 IP 位址 單位 

1 217-25 32 192.168.215.114 地政局 

2 CONCES-035 32 192.168.115.39 建設局 

3 LEONNB 32 192.168.0.104 廠商台眾 NB 

4 FANG047 28 192.168.211.193 都發局 

5 採購 26 172.30.12.22 港區藝術中心 

6 211-56 18 192.168.211.56 都發局 

7 F72221-PC 17 192.168.95.44 秘書處公關科 

8 GINO186 17 192.168.220.113 交通局 

9 CH-011-PC 16 172.20.25.50 體育處 

10 EPB-J-204036 16 192.168.204.36 環保局 

 本府 103 年 2 月份陽明大樓十大中毒電腦排行 

排名 用戶端名稱 病毒總數 IP 位址 單位 

1 JY045023 206 172.20.45.23 農業局 

2 WLG005708 88 172.20.57.8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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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ABG-000M7E 71 172.20.12.28 第二工務大隊 

4 JY056037 60 172.20.56.37 水利局 

5 TCGOD-016040 58 172.20.16.40 社會局 

6 JY017006 54 172.20.17.6 就業服務處 

7 SABG-000LZ2 26 172.20.16.3 社會局 

8 RS029060 21 172.20.25.32 體育處 

9 ABTG1330 19 172.20.45.8 農業局 

10 ABTG1323 16 172.20.45.47 農業局 

 本府 103 年 2 月份八區公所十大中毒電腦排行 

排名 用戶端名稱 病毒總數 IP 位址 單位 

1 CENT03109 16 172.18.104.109 中區公所 

2 BEIT07164 15 172.18.105.164 北屯區公所 

3 SOUT03110 12 172.18.102.110 南區公所 

4 CENT03089 10 172.18.104.89 中區公所 

5 NANT01115 10 172.18.107.115 南屯區公所 

6 CENT03103 9 172.18.104.103 中區公所 

7 SOUT04167 6 172.18.102.167 南區公所 

8 WEST01126 6 172.18.101.126 西區公所 

9 BEIT08082 4 172.18.105.82 北屯區公所 

10 EAST03113 4 172.18.100.113 東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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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電腦中毒。 

 

 

 

 

 Broadcast Storm（廣播風暴）：在電腦網路上發生的現象，成因

是因為在該網路區域的網路頻寬被大量的廣播(broadcast)及群

播(multicast)訊號佔用，致使正常網路信號無法傳送。 

 Rootkit：經使用者同意而在系統上安裝並執行的程式碼程式，

可以在電腦中持續存在，而不被偵測到。通常攻擊者會透過社

交工程、執行惡意程式或瀏覽惡意網站等將 Rootkit 植入被害者

電腦，之後，攻擊者就可以在系統上執行任何功能，包括遠端

存取、竊聽，以及隱藏程序、檔案、登錄機碼和通訊通道。 

 Cluster（叢集）：多台主機透過某些技術或架構運作成單一系統

並提供共同的服務，使得每一主機的 Loading 相對性的減少，

以達到負載平衡的目的且多台主機可互相為備援，以維持伺服

器與應用程式運作時間不中斷，確保系統服務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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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L（Secure Socket Layer，安全套接層）：是網頁伺服器和瀏覽

器之間以加解密方式溝通的安全技術標準，目標在於保證兩個

應用間通訊的機密性和完整性以及可驗證伺服器身分。在 SSL

中，採用了公開密鑰和私有密鑰兩種加密方法。 

 Tizen（泰澤）：是一款基於開放原始碼由三星和英特爾合作開發

的行動作業平台，Tizen 對配置要求極低、自由度極高，其主要

應用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小筆電、智慧電視和車載訊息

娛樂設備；另它可支援 HTML5、JavaScript 和 CSS 來編程，靈

活性更高，且廠商無需功能授權，便可做最大化的定制系統。 

 

 

 

 

 

 軟體定義網路（Software-Defined Network，SDN）技術是近年

趨勢之一，為因應日趨複雜的網路環境，傳統網路設備功能繁

多且作業系統各異，導致網路效能低落，傳統網路架構已無法 

滿足雲端運算的需求，藉由SDN透過集中式伺服器來執行軟體，

控制網路作業，藉以節省成本、時間、電力耗損。 

  2008 年美國史丹佛大學推動一項 SDN 開放源碼技術－

Open Flow，以開放式網路管理架構來提高網路效能與彈性應用

需求，將網路交換器或路由器執行的路徑控管與資料封包傳輸

功能分開，讓網路路徑控管以安裝 Open Flow 軟體的控制伺服

器（Controller）來進行，而資料封包傳輸則由支援 Open Flow

交換器來執行。 

  當網路設備只剩下 layer 2 的網路交換器，便可以節省購買

專門功能的網路設備費用。在網路控管方面，無論是擴充功能、

或者是控制軟體更新，都倚賴控制伺服器，而不再由網路交換

器或路由器一肩扛。 

  Google 骨幹網路流量如今已運行在採用 Open Flow 打造

的軟體定義網路 SDN，此舉也展示 OpenFlow 標準已為商業用

途準備就緒。2014 年所有主流廠商推出的交換器與路由器皆會

支援 Open Flow 協定，以及 SDN 市場商將會出現更多的白牌交

換器。 

  由中華電信、資策會與工研院共同合組的臺灣軟體定義網

路（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SDN）聯盟，在 2013 年 10

月 25 日正式成立，希望整合產、學、研究界等資源，舉辦論壇

加強國內外 SDN 技術交流，並負責制定相關 API、提供 SDN

產品測試，以及研究國內外 SDN 應用發展方向，從上到下一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6%94%BE%E5%8E%9F%E5%A7%8B%E7%A2%BC


                                    
10 

龍式的涵蓋 SDN 整體架構。 

 

參考資料來源： 

1、iThome(時間 2014 年 3 月)：http://www.ithome.com.tw 

 

 

 

 

 設備網路科約僱人員－陳宏益 

  家中有五位成員，父親、母親，及三兄弟，在家排行老大，

下有兩位弟弟，父母親目前管理一家店舖，兩位弟弟目前在店

內幫忙處理相關業務。父母親從小對我們所決定的每一件事，

都保持著自由、支持的態度，與朋友間相比較之下是較開明的

家庭。父親之前工作為遊覽車

裝潢師傅，在求學階段，只要

有長假，皆會去車體公司幫忙

父親工作，工作期間，也養成

了獨立完成任務、沉穩的個性、

面對問題能持續性溝通進而

解決問題，並也從中體會到父

母親所賺的每一分錢，都是得

來不易的。因為如此，深深影

響到現在對財富的看法，也秉

持著務實的精神。從小家中篤

信佛教，儒家思想也以潛移默

化方式，慢慢將個性雕琢成溫

和、熱心助人、以誠待人、高

EQ、圓融等良善之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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