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緣起 

  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是由企業人士、孫先生的老友及部屬所創立。因為孫
先生畢生奉獻國家，在國家發展的關鍵階段突破困境，奠定了國內今日欣欣向榮的局
面。該基金會成立之始，董事會原規劃以表揚傑出人士，培育科技、經建人才為主。 

  遠見雜誌 2007 年 2 月號指出:「優秀的公務員平時能獲得的掌聲不多，其中孫運
璿學術基金會每年頒發的傑出公務員獎，因為競爭激烈、獎金高，一直以來都是公務
員最希望獲得的大獎，堪稱公務部門的諾貝爾獎」。 
   

二、榮耀 

  「永遠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不僅是台灣政治人物的典範，也是所有公務人員
的最佳效法對象。今(103)年 10 月 30 日行政院與孫運璿學術基金會與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於臺北市「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聯合表揚張忠吉主任等 5 位傑出公務
人員，期許台灣的公僕們秉持專業能力與前瞻思維，帶領社會開創新局。 

  張忠吉主任榮獲「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103 年
度傑出人才獎」，由孫運璿學術基金會徐立德董
事長及行政院毛治國副院長親臨致詞下，由台達
集團、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鄭崇華創辦人暨董事
長授予張忠吉主任這份榮耀，本中心同仁亦與有
榮焉。  

 

 

 

 

 

 

 

 

三、貢獻 

  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被評選張忠
吉主任為被表揚人，茲敘述其重要貢獻如
下： 

  張忠吉主任從事公務生涯逾 30 年，具資
訊作業規劃與實務經驗，在內政部服務期間
曾參與多項行政業務資訊化工作，包括地政
資訊系統、社會行政資訊系統及自然人憑證
管理系統等，1999 年任內政部資訊中心科
長，負責全國國土資訊系統（NGIS）--臺灣
空間資訊基礎建設計畫（SDI）之推動工作。 

 

第三十四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 103 年 11 月 13 日    第 １頁 

本期內容 

專題報導一  1 

專題報導二 ３ 

專題報導三 5 

臺中市政府資訊推動政策 7 

科技新知 9 

訊息報報 10 

科技名詞彙編 11 



  自1999年至2006年，張主任於任內已完成二期的國土資訊系統計畫，並以綜合
作業的角色，有效的與NGIS計畫各權責機關與單位，包括政府、學界與產業界，達成
高效率的協同作業，共同為臺灣空間資訊建置貢獻心力。 

  自 2007 年起他領導其成員，致力於建立 NGIS 資料標準制度及開發建立國內空
間資訊單一服務入口網(TGOS)，建構以服務導向架構(SOA)之全國空間資訊共享環
境。 

  在 2009 年，張忠吉主任獲頒全國傑出資訊人才獎(2009 年資訊月副總統頒獎)，
2011 年 3 月，轉任本府升格為直轄市後第一任資訊中心主任，領導成員，致力於推
動本府資訊建設及建立臺中市為智慧城市的一系列資訊推動計畫，2012 年臺中市首
次參加全球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簡稱 ICF)評比，即獲選為
「2012 年全球頂尖 7 大智慧城市（The TOP 7 of 2012）」。 

  2013 年更一舉獲選「2013 年全球智慧城市首獎(The Intelligent Communities 
of the year)」，近年來帶領團隊努力貢獻，執行市長政策，將臺中市推上國際智慧城
市巔峰。 
   

四、勉勵 

  張忠吉主任為本中心大家長，獲知喜訊後亦勉勵本中心同仁： 

  「基金會給了我這個獎勵，除了表揚我公務生涯中在內政部投入最多的國土資訊
系統計畫推動外，在臺中市政府這三年多努力，尤為關鍵；所以我說這是大家的光
榮，是大家的成果。」 

  「資訊中心成立以來，我們在艱難處境中為所當為，原則的堅持及制度的建立，
都是組織草創時最為磨人的工作，而我們也都以耐心及毅力步步走向目標，凡走過必
留痕跡，在臺中市政府資訊建設推動上，留下了各位汗水和心路，終究會是滿園花簇
簇的種因。」 

  「最後，以我給基金會得奬感言其中一段分享同仁，也再次表達對各位同仁深深
的致謝及祝福：人生要有志向，總以服務為宗，而以勤奮不懈為銘，古人説「才大幹
大事，力小作小事，總之均為世人做有益之事」，於從事公務者大是。 

 

——本中心主任於 2014 年雙十前夕，感謝同本中心仁給予的祝賀及分享這份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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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運用資訊系統，提升城鄉轄區之市民更便利之服務品質，一直是臺中市政府的重
點業務之一。因此，市府資訊中心持續推出線上申辦服務系統，除針對系統操作介面
與自建表單功能等進行強化擴充，市府各機關也提供更多元化的申辦項目服務，並於
今(103)年首次增加申辦項目電子繳費服務，並與包括行政院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以及
本府各機關資訊系統進行跨系統整合介接服務，運用資訊系統的快速、便利、省時及
無時間、空間限制等特性，帶給民眾更具便利性、整合性、效率性、安全性之線上申
辦服務，希望能讓所有臺中市民，感受到市府團隊的用心，打造一個智慧與幸福感兼
具的城市。 

  跑一趟機關櫃台現金繳費？還是輕鬆上網刷卡繳費？ 

  想像一下，一位來自本市海線或山線地區的民眾，因工作業務需要向社會局申請
社會工作師執照核發，當申請案初審通過收到機關通知，要求你跑一趟社會局，繳交
規費新台幣 500 元才能進行一張執照的製作與核發。不用多想，你一定會很快地回應
這個請求。但你將如何進行呢？你可能需要預約繳費的時間並於上班時間請假以開車
或搭車的方式前往社會局，對民眾而言，這是很耗費成本的。  

二、市府線上申辦電子付費流程 

  市府今(103)年線上申辦擴充功能和以往有諸多不同點，除擴充原有系統若干功
能以增進使用者的介面友善性與互動性外，市府搜集了各機關電子付費需求，介接電
子化政府共通平台電子付費服務，提供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與金融帳號付費服務，並
產製入帳機關電子付費對帳單供檢核，本年度共計新增社會局社會工作師執照核發申
辦繳費與水利局污水使用申辦繳費共計 3 項電子付費服務。 

(一)線上申辦系統如何通知付費？ 

1. 當民眾透過本府線上申辦系統送出申請案件，民眾與受理機關當下即可收
到電子郵件通知，並經由機關分文，業務承辦人員即可於系統管理後台的
業務管理分類項下，進行待辦事項管理作業的案件辦理。 

2. 若民眾申辦項目是屬於需繳費時，線上申辦系統視窗將會顯示通知繳費之
按鈕。承辦人員點選通知繳費按鈕，系統會自動檢核必填欄位資料正確
性，如無錯誤則提交表單並完成繳費通知設定，系統發送繳費通知電子郵
件予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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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化政府共通平台如何進行電子付費服務？ 

1. 民眾登入機關服務網站（步驟 0），執行『付費』動作（步驟 1），機關
網站取得電子案號（步驟 2），並重導使用者至 e 政府服務平台電子付費
頁面（步驟 3），以進行線上付款。完成授權交易後，回覆交易結果予機
關服務網站（步驟 4、5、6）。機關服務網站再回覆付費交易結果予民眾
（步驟 7）。 

 

 

 

 

 

 

 

 

 

 

2. 若電子付費是以＜信用卡＞為支付工具之流程步驟，如下圖所示。箭頭表
示對應執行之步驟： 

 

 

 

 

 

 

3. 若電子付費是以＜金融帳戶轉帳＞、＜晶片金融卡＞為支付工具之流程步
驟，如下圖所示。箭頭表示對應執行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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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電子付費測試作業 

  任何整合型的資訊系統上線前都需要經過嚴格的測試作業，以保障開發者和使用
者的權益，更何況電子付費涉及多方金流服務管理，針對電子付費測試作業，本中心
遵循電子化政府共通平臺營運中心訂定之測試規範與申請流程進行電子付費測試作
業，將晶片測試卡申請單送交營運中心，並由該中心寄出晶片測試卡供測試。欲測試
信用卡/金融帳戶交易時，須輸入卡號/帳號(12-16碼)，並在最後四碼輸入error 
code，以測試交易結果；若欲測試晶片金融卡交易時，因需要套用測試環境，亦須提
供機關OID及開始測試時間予營運中心系統人員，以利達到實際模擬測試之交易結
果。 

四、總結  

  臺中市政府在打造智慧城市的治理規劃中，持續整合線上申辦服務為單一平台，
今年度更首次增加申辦項目電子繳費服務，介接行政院電子化政府共通平台電子付費
服務，供民眾使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與金融帳號的付費服務，包括社會局社會工作
師執照核發申辦繳費與水利局污水使用申辦繳費共計3項電子付費服務。未來本中心
也將在線上申辦服務平臺的卓著基礎上，逐步擴充服務之深度與廣度，帶給民眾更具
便利性、整合性、效率性、安全性之線上申辦服務，打造智慧城市中極具幸福感的市
民服務。 

  參考資料來源： 

1、『臺中市政府103年線上申辦擴充功能服務案』-廠商(康和資訊)服務建議書。 

2、『機關介接電子付費前端AP開發說明文件V2.0.3』，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出版，
103.7.11。 

叄、App Inventor 2 ：寫程式比你想像更簡單，動手拼積木，輕鬆開發

APP！                       

 一、前言 

  為了讓民眾在網路上取用政府的資訊及服務，政府積極推動電子化政府，需用大
量的軟體專才，特別是在現今「病毒駭客 day and night，資安維護好無奈」的嚴峻
情勢下，資安人員能看懂被駭的程式碼成了急待培養的能力，但相信很多資訊人員學
程式設計時都歷經除錯(debug)的痛苦，枯燥、乏味仍不見「屍體」(戲稱無法執行
的程式)起死回生，最後乾脆舉白旗投降，至今一聽到「寫程式」就成了避之唯恐不
及的噩夢。當筆者發現由 Google 實驗室所設計，2012移交麻省理工學院(MIT)行
動學習中心維護的 App Inventor 2（以下簡稱 AI2），讓我相信那就是個答案，一
個能讓曾經在寫程式路上受挫的資訊人員，重新拾起對寫程式感到興趣的工具。 

二、簡介  

  為什麼筆者那麼推崇 AI2呢？因為它打破了傳統密密麻麻的程式編碼介面，就像
堆積木一樣簡單，不需安裝軟體，只要打開網頁隨時隨地就能雲端開發，輕鬆實現創
意構想。透過「拖曳」與「拼接」兩個動作，就能建構應用程式，非常適合初學者使
用。筆者發現「拼圖」程式碼更容易看出程式的控制結構，再也不用找程式模組的頭
跟尾找個半死，非常適合閱讀，且 AI2的控制項也可以「拖曳」方式完成使用者介
面，成為任何人都適用的快速開發工具，無論是否具備程式設計背景，都可以更輕鬆
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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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Inventor 2 顧名思義就是用於開發 App(泛指手機上的應用程式)，且是第 2
代了，既然它是 Google 實驗室所設計的程式開發工具，所以 AI2 僅限於 Android 
App 開發。Android 的原意為機器人，Google 將 Android 的代表圖騰設計為綠色機
器人，表示 Android 系統是符合環保概念，是一個輕薄短小、功能強大的行動作業系
統。 

  AI2 不僅好學、易用、免費，又強大！ AI2 支援許多強大而實用的元件庫，可透
過藍芽通訊傳輸文字與圖案、多點觸碰控制、相機、電話、簡訊、各式感測器(加速
度、位置、條碼、NCF)，甚至可設計控制 NXT 樂高機器人的程式(目前機器人教育正
夯，AI2 正是不錯的敲門磚)。AI2 更佛心地提供繁體中文語言選項，廢話不多說我們
趕快上雲端開發 App 吧！ 

三、玩積木、學程式 

  AI2 的官方網站（http://
appinventor.mit.edu/），點擊右上角的
「Create」方塊，登入您的 Gmail 帳號（沒有的話
請至 Google 首頁申請）即可使用，也可以直接進
AI2 開發網站（http://
ai2.appinventor.mit.edu/）。上方 Language 可以
選繁體中文(如果有寫程式設計背景，保留 English
反而比較熟悉)，「項目/新建項目」打上名稱就進到
「設計師」介面，左邊組件面板有許多類別的元件可以供拖曳到工作面板的 Screen
中，右邊組件屬性可以調整屬性，再到右上角的「模塊編程」可以開始拼積木啦！ 

  在「模塊編程」介面左邊欄位有「模塊」，裡面的「內置塊」程式的本身，點選
會有程式積木，試著拼積木吧。「內置塊」下面則是剛剛在「設計師」介面所拖拉的
元件，元件有分棕色的積木跟綠色的積木。棕色積木是指元件被使用者觸發了什麼動
作會執行怎樣的動作等，比如「當 Button 被點擊」時，就可在積木的框框裡面加入
一些程式方塊；綠色積木則是可以設定元件的屬性或讀取元件的屬性。 

  實作過程中會有一種樂趣和成就，不論是否成功，就當線上遊戲玩一玩吧，最後
您的程式將自動儲存到雲端，隨時隨地可以玩您的程式^^推薦一個中文學習網，
http://www.appinventor.tw/，有空可以照本抄經，輕鬆打好基本功！ 

四、選單介紹 

(一) 項目：在此新增、匯入項目(程式專案)。還
有存檔與加密相關功能。 

(二) 連接：就是將您寫的程式跑在手機上作測
試，在此您可選擇 AI伴侶(需下載AI2專屬
App)將程式經由 Wi-Fi 無線同步到您的手
機；選擇模擬器需在電腦裝手機模擬器，
但需注意網路環境有無擋8004服務埠；
USB 則將程式經由 USB 同步到您的手機(需
注意僅支援部分手機)。請注意在此都是同
步，並非真的安裝程式，如果需要將程式
安裝到實體手機中，請使用打包apk選單。 

(三) 打包apk：打包apk並顯示二維碼，會在畫面上出現一個 QR code，您的手機
掃描之後即可下載 .apk 安裝檔。或使用打包apk並下載至電腦，將 .apk 安裝
檔下載到您的電腦。 

(四) 系統語言：如果有程式設計背景，建議選擇English會比較熟悉。 

(五) 幫助：輔助選單，相關教學資源都可在此找到，請多多利用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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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筆者工作之餘，也順
手作了兩個 App，一個
是抽籤用，當工作上有一
些好康或者是雜役要指派
人員時，就可以派上用
場。另一個是緊急通訊
錄，是本中心遇到網路或
機房事故時，該連絡誰的
清單，可直接點選打電話
或寫簡訊通知。有興趣者
除了上網搜尋資源外，坊
間書局亦有很多相關書
籍，試著增廣見聞也不
錯，畢竟這是個資訊發達
的時代，多一項技能就多
一份機會。 

一、依據 

     行政院 98 年 5 月 25 日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明確律
定三、四級機關(構)原則不設立資訊單位，以推動向上集中策略。行政院另於 100 年
12 月 30 日核定通過「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推動方案」，以該日為政府導入 IPv6
之啟動日。又行政院江院長於 102 年 5 月 14 日主持「行政院科技會報」第 4 次會議
時核示：「研考會推動政府雲端應用及資料中心節能政策，除可節省政府預算支出，
亦可帶動民間業者機房營運品質提升，值得積極推動辦理。」 

  雲端服務必是未來十年資訊應用的新主流，新一代雲端基礎建設又為所有雲端服
務之基礎，故本中心積極配合上揭行政院政策，推動本府「新一代雲端網路基礎建
設」，於 100 年起為使本府各辦公處所進駐機關能有效運用網路及各項資訊系統提升
服務效能，並強化整體資訊環境安全，本中心積極進行整體網路、共構機房及虛擬化
平台之規劃與建置，集中化管理以降低維運成本，務使本府各項資訊業務向上集中(即
資訊服務雲端化)，減少重複建置所導致之浪費。另於 101 年起著手導入 IPv6 及新一
代機房，以提升本府網路速度(10G)及共構機房服務水準，並加強各系統備份備援能
力，確保資訊服務 95.95%不中斷，逐步打造本府新一代雲端基礎建設環境。 

二、未來環境預測 

  隨著雲端時代來臨，雲端運算提供便利的服務，各地建造及提供無線的網路，社
群網路的蓬勃，再加上可攜式智慧型裝置，更促雲端服務隨時隨地可以取得，在這種
情形下，雲端服務幾乎是每一個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 

  隨著政府提供民眾之資訊服務需求愈來愈多元，所需採購的資訊設備資源也愈
多，然而政府資訊預算只減不增，民眾需求卻只增不減的情況下，如何調配既有資源
滿足外界期待，為當務之急。故本計畫採向上集中策略共構本府雲端基礎環境，以利
用有限資源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有關雲端服務之推動，究其實際發展需求，最初要有穩固的雲端服務基礎架構，
才能發揮雲端服務之最終效益。本中心考量有限的財政預算又能符合經濟規模的前提
下，並在「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簡稱 IaaS）的原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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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向上集中、避免浪費及節能減碳的軟硬體建置方案，以落實本府雲端基礎服務，
充份發揮雲端運算的效益。故打造雲端基礎服務，則各機關無須費心於資訊基礎設施
的維運上，提升本府各項業務的績效。 

三、各項基礎服務簡介及未來目標 

  本中心目前提供雲端基礎服務，歸類有三：新一代機房、新一代網路及雲端服務
資源池，分別敘述如下： 

(一) 新一代機房：本中心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機房開放給本府各機關申請設備移出
入，作為共用機房。本府重要共通系統大部分架設於此，如本府中文網站、各
機關網站、公文系統、差勤系統、員工信箱、ｅ化公務入口網等。本機房亦為
本府資訊基礎建設之重鎮所在，本府有超過200個機關或單位的網路，是透過
本機房的網路設備進行串聯及管控，再加上AD網域（帳號管理）、防毒系
統、資訊安全等系統，構築市政網路安全防護架構，故本機房重要性不在話
下，如無法正常營運，將全面影響到本府各機關業務之運作，為此本中心已於
102年在陽明大樓成立異地備援中心，將逐步建置備援能量，以確保共通性資
訊服務、網路無中斷之虞。 

未來目標：持續改善本府共構機房以符合新一代雲端資料中心標準TIA-942
（美國數據中心基礎設施標準）等級3為目標，採高架化網路及光纖繞送系
統，淨空地板下空間，使空調出風更有效率。打造綠能機房，布建高密度主
機，落實節能、節碳政策，提供本地及異地備份備援服務，並運用全面性監控
平台有效預防、即時排除非計畫性事故，滿足機房營運7*24小時服務不中
斷。 

(二) 新一代網路：目前以GSN-VPN串接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160處為民服務辦公
處所網路共構，讓各機關能有效運用網路及各項資訊系統。原網路佈線架構革
新為新一代高速光纖系統，提高網路10Giga-bits傳輸速度，提升府內網路存
取各項重要系統速度。本中心配合中央政策推動IPv6升級，於今(103)年最後
統計成果經排序，本府對外系統升級數為全國最多，完成率達100%。 

本中心亦有建置行動辦公室SSL VPN，除提供各機關系統承辦人員或維護廠商
從外部網路遠端連線登入本府內部系統進行維護外，另提供行動辦公室給本府
員工從外部網路透過SSL VPN使用本府內部系統。  

未來目標：為提升本府整體網路速度，府內網路全面導入新一代的網路通訊協
定(IPv6），將原本1G網路頻寬提升至10G或40G，並簡化現有資料中心網路
架構，提升網路設備及網路電路高的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簡稱HA)，及
啟動網路全面監控機制，務使府內網路暢通無阻，讓各項雲端服務運用或部屬
更加彈性且迅速。另一方面，為防範日新月異之駭客攻擊，加強本府對外資訊
服務之防護能力，並配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實施，強化本府現有資安設備、網路
架構安全及個資外洩之安全防禦機制。 

(三) 雲端服務資源池：虛擬化是雲端發展上不可或缺的一項利器，目前本中心已建
置虛擬化平台７台，共有132個系統上線，虛擬儲存系統共建置101.43TB空間 
(已使用77.5%)，今年亦再添購60TB。另外本中心新一代的員工入口網與應用
系統認證授權平台「E化公務入口網」，已介接50個系統做單一簽入，另提供
提供各機關200GB「雲端文件夾」服務，透過行動裝置就可分享開會或其他公
告檔案資料，大大增加便利性。 

未來目標：擴建充足之雲端服務資源池，如虛擬化主機、儲存設備、作業系統
授權、資料庫、虛擬桌面、備份備援設備等資源，明(104)年將著手讓本府
中、英文網站上公有雲，並將建構自動化的雲端IaaS入口網，提供本府各機關
申請所需雲端服務時，能快速布建本府各項業務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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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當落實雲端建設基礎建設後，透過互聯網路本府各機關不須採購資訊設備，即可
透過雲端運算資源來建構資訊系統，本府各機關無須勞心於資訊基礎環境，轉而著重
資訊服務之創新，以提升府內同仁對各項業務績效，增進市政決策的速度與品質，藉
以提升行政效率及民眾滿意度。 

  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稱 MOOC)是線上課程
的一種類型，目的在讓廣大群眾透過網路連線取得學習資源，以遠距教學新近發展出
大量公開免費線上教學課程。雖然 MOOC 的設計和參與方式與一般大學課程很類
似，MOOC 基本上不給予學分，但 MOOC 會以評量的方式給予學生學習證書。 

  當學生自己研讀課程而非被動聽老師講解時，學習成效將會提升，一套設計良好
的自動化智慧教學系統，也能跟真人教師一樣，以適性教學、心理測驗評鑑每位使用
者，並且根據使進度持續調整方案，為了實現這點，適性軟體設計者首先必須把教材
中每個概念之間的關聯定義好，然後當學生看影片、讀課文、做練習或小考時，學生
表現、教學內容成效以及其他資料就傳到伺服器，交由演算法來與其他數百萬名學生
的資料比較，這樣會發現某種模式，例如類似的學生可能會對同樣的主題感到困難，
軟體因而知道怎麼教好那些學生才好，據以調整教材。 

  MOOC 最後的關鍵優勢在於課程本身可迅速改進，分析了數千名學生成功與失
敗的關鍵狀況，找到課程必須調整的地方。更大的好處是，這項資訊每小時都可取
得，我們課程是由真人老師進行分析，但人工智慧系統也能執行這項功能，然後建議
學生接下來可嘗試那些內容，好改善學習成效。 

  關於課堂作業是否不是他人代勞，利用一種叫做簽章追蹤（signature Track）的
設計來防範作弊，一開始，要求學生出事附有照片的身分證件，然後當你寫作業時，
還得再照一次照片，並附上打字樣本，因為每個人的打字節奏都很固定，這叫做鍵擊
生物辨識，可用來確保寫作業和註冊的是同一個人。 

  全球正在瘋靡 MOOC 學習潮，Coursera(https://www.coursera.org)自 2012
年 4 月開辦至今，開課數已經達到 460 多門(這些課程來自全球 90 多所著名大學，包
括臺灣大學)，總註冊人數更高達 500 多萬名，不過，註冊後真正修完一門課的人數
卻只佔 5~10%。 

  Coursera 也在發展一種叫做 ProctorU 的工具，利用網路攝影機來監考。
ProtorU 會要求受試者出示一張以上的身分證件，並利用受試者的電腦掃描室內確認
沒有可幫助解答的工具。學生也必須填寫一份個人背景資料的複選題，然後透過公共
資料庫內的基本資料，確認身分，之後由 ProctorU 工作人員透過網路攝影機監看學
生考試。 

  MOOC 可以把世界一流學府的教學內容，送到地球上最需要的地方，MOOC 將
讓教育成為一項基本人權。世界上任何人只要有能力、有意願，就能學到技能，讓自
己、家人和社區的生活變得更好。也許下一位愛因斯坦或下一位賈伯斯，現在就住在
非洲某個偏遠村落。只要我們提供教育機會，他們可能因此發展出下一個偉大的想
法，讓世界變成一個對所有人來說都更好的地方。 

  參考資料來源： 

1、『科學人』雜誌141期，2013年11月號。 

2、『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網站，www.tocw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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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臺灣燈會在臺中，本中心肩負
著燈會主題網站建置的工作，經過
一連串招標行政流程後，在 10 月確
認專案團隊廠商，燈會網站建置計
畫正如火如荼的展開，並設定目標
在 11 月 28 日前進行網站第一階段
上線，讓民眾提早感受到臺中即將
舉辦燈會的氣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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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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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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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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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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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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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103)年9月份排定檢測29個機關
網站均依規定提報並通過檢測；本次
抽測二級機關及區公所共計47個機
關服務信箱結果為除1個機關為隔日
回復外其餘均為當日回復，與103年
7月檢測結果相較，當日及隔日內回
復率均上升，回復率良好。 

 

 

 

※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該處主計
人員訓練中心舉辦「主計資
訊業務研習班第5-6期」 ，
本府資訊中心張主任忠吉獲
邀分別於10月7日及10月15
日分享本府經驗，以「政府
雲端服務之推動與建置(以臺
中市為例) 」為主題進行經
驗分享。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與國立交通大
學於10月24日在臺北福容大飯店聯合
舉辦「推動智慧社區實證計畫可行
性」跨領域整合交流座談會 ，本府資
訊中心張主任忠吉獲邀分享本府經
驗。 

 

 

 

※ 雲端虛擬化解決方案國際知名品牌VMware於10月21日採訪本
府資訊中心主任，有關本中心虛擬化技術應用成效，並期許未
來借助VMware創新力量，建構幸福無憂的雲端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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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VPN ： OpenVPN 是一個用於建立虛擬私
人網路絡加密通道的軟體包，最早由 James Yonan
編寫。OpenVPN 允許建立的 VPN 使用公開金鑰、
電子證書、或者用戶名／密碼來進行身份驗證 ，它
大量使用了 OpenSSL 加密庫中的 SSLv3/TLSv1 協
定函式庫。目前 OpenVPN 能在 Solaris、Linux、
OpenBSD、FreeBSD、NetBSD、Mac OS X 與
Windows 2000/XP/Vista/7 以及 Android 和 iOS
上執行，並包含了許多安全性的功能。它並不是一
個基於 Web 的 VPN 軟體，也不與 IPsec 及其他
VPN 軟體包相容。 

※ Bitcoin ：比特幣(位元幣)（英語： Bitcoin），
是一種全球通用的共識主動性加密電子貨幣。比特
幣也是一種對等網路支付系統和虛擬計價工具，被
一些人稱為數位貨幣，最早在 2009 年由化名的開
發者中本聰以開源軟體形式推出。由於其採用密碼
技術來控制貨幣的生產和轉移，因此比特幣也被認
為是一種加密電子貨幣（Cryptocurrency）。在一
般情況下，首字大寫的「Bitcoin」是指其所使用的
科技和網路，而首字小寫的「bitcoin」才是指貨幣
本身。比特幣是經由一種稱為「挖礦」的過程產
生，參與者透過處理交易驗證和記錄來獲取作為手
續費的位元幣，或取得新產出的位元幣。使用者利
用個人電腦、行動裝置或網路上的電子錢包軟體來
交易比特幣。比特幣可經由挖礦取得，也可用來交
換貨物、服務，以及其他貨幣。 

※ KML（Keyhole Markup Language）：是基於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擴展標記語
言)語法標準的一種標記語言（markup 
language），採用標記結構，含有嵌套的元素和屬
性。由 Google(谷歌)旗下的 Keyhole 公司發展並維
護，用來表達地理標記。根據 KML 語言編寫的文件
則為 KML 文件，格式同樣採用的 XML 文件格式，
應用於 Google 地球相關軟體中(Google Earth，
Google Map, Google Maps for mobile...)，用於
顯示地理數據(包括點、線、面、多邊形,多面體以及
模型...)。而現在很多 GIS 相關企業也追隨 Google
開始採用此種格式進行地理數據的交換。 

※ OpenData ：開放資料 (Open data) 指的是一
種經過挑選與許可的資料，這些資料不受著作權、
專利權，以及其他管理機制所限制，可以開放給社
會公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版使用，不論是要拿
來出版或是做其他的運用都不加以限制。Open 
data 運動希望達成的目標與開放原始碼、內容開
放、開放獲取等其他「開放」運動類似。Open 

data 背後的核心思想由來已久(例如在 Mertonian 
tradition of science)，但 Open data 這名詞直到近代
才出現，拜網際網路崛起而為人所知，尤其是 Data.gov 
等 Open data 政府組織的設立。(以上由盧健提供) 

※ CEMS(Communities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社區能源管理系統)：此系統主要應用在社區能源管理，
以有效管控社區能源使用情形，達成節能的目的。 

※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指政府、產業、非
營利組織等協同合作關係)：為了完成城市發展所面臨的
各項挑戰或問題，及民眾對於各項服務需求的期待，透
過政府、產業、非營利組織等協同合作的力量，可完成
各項公共建設發展或計劃的推行，保持城市競爭力及經
濟發展，已成為目前城市發展趨勢。(以上由陳榮州提
供) 

※ 入口網站 (portal sites )：是將不同來源的資訊以一
種整齊劃一的形式整理、儲存並呈現的網站，其為了吸
引網路使用者的重複到訪，整合所有類型的資訊服務與
資源，使用者透過該網站瀏覽網路上的資訊。通常，用
戶可以根據資訊來源，資訊類型，關鍵字檢索以及其他
方式，來篩選並獲取在網站內發行的所有內容。根據網
站創辦方和目標使用者區分，可大致分為個人入口網
站、政府入口網站、企業入口網站、專業入口網站、分
類資訊網站、綜合入口網站等。Yahoo! 便是一個常用
的企業資訊入口網站。  

※ 社群網路服務(亦稱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 或 Social Network Service)：主要作用是為一群
擁有相同興趣與活動的人建立線上社群。這類服務往往
是基於網際網路，為用戶提供各種聯繫、交流的互動通
路，如電子信件、即時訊息服務等。此類網站通常通過
朋友，一傳十十傳百地把網路展延開去，就像樹葉的脈
絡，華語地區一般稱之為「社群網站」。多數社群網路
會提供多種讓使用者互動起來的方式，可以為聊天、寄
信、影音、檔案分享、部落
格、討論群組等。社群網路
為資訊的交流與分享提供
了新的途徑。作爲社群網
路的網站一般會擁有數以
百萬的登記用戶，使用該
服務已成為了用戶們每天
的生活。社群網路服務網
站當前在世界上有許多，
知名的包括 Google+、
Myspace、Twitter、
Facebook 等。(以上由羅
珍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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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閱讀，倘對本電子報有其

他建議，歡迎隨時來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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