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當科技越來越發達，無論專業或娛樂方面，將 2D 平面實現為 3D 立體的
概念越來越夯，尤其是近期受人矚目的技術－ 3D 列印。3D 列印基本上可以
說是積層製造技術運用的俗稱，而在 3D 列印這個詞彙出現以前，較常被提及
的是積層製造技術之一的快速成型(RP，Rapid Prototyping)，現今由於部分快速
成型專利過期及 RepRap（Replicating rapid prototyper）開源專案的進行，漸使
3D 列印成為時下熱門話題，那什麼是 3D 列印與積層製造技術呢?以下內容將帶來說
明。  

二、積層製造技術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美國與日本已紛紛發展積層製造(AM，Additive 
Manufacturing)技術領域，從初至今，積層製造也被稱為材料累加製造(Material 
Increase Manufacturing)、快速成型(Rapid Prototyping)、分層製造(Layered 
Manufacturing)、實體自由製造(Solid Free-form Fabrication)等，從不同層面之名
稱，大約可看出此製造技術的特點。 

  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ASTM，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之
F42 國際委員會對積層製造給予明確之定義：積層製造是透過 3D 電腦輔助設計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資料將材料連接製作物體的過程，相對於以往的減
材製造，它通常是逐層累加過程，從更廣義的面向來看，凡以設計資料為基礎，將材
料自動累加起來成為實體結構的製造方式，都可視為積層製造技術。 

三、3D 列印 

  透過對積層製造技術基礎的認識後，我們可以簡單地
來看 3D 列印技術運作，於列印前亦會先將 3D 概念的複雜
結構轉為 2D 結構資料，然後想像我們目前使用的印表機
變成 3D 版，將印表機墨水替換成離散材料如液體、粉
末、絲、片、板、塊等印刷後即可硬化固定的材質，再把
噴頭從原本的二維移動（噴頭左右移動視為 X 軸、紙張饋
紙視為 Y 軸），改為三維移動（加入噴頭高度的 Z 軸），
最後列印機依設計資料將材料逐層累加(自下而上)印出成一
個 3D 實體。 

四、當代技術運用情形與未來預期 

  其實若要製作大型產品，係由積層製
造技術中多項工藝技術進行生產；十年前
在機械公敵電影中，男主角威爾史密斯駕
著 Audi RSQ 車款出場，其車身就是以快
速成型技術製作而成，雖然只有短短幾秒
鐘畫面，卻已讓人印象深刻(如圖)。相對地，3D 列印製作的產品
規模與精密度有限，所以國內外皆較傾向小型客製化服務，其製產品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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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與遊戲公仔模型 

(二) 裝飾藝術品 

(三) 醫療用具(齒模、骨骼) 

(四) 食物(如餅乾、披薩等) 

(五) 各式零件(如手機、玩具等) 

(六) 企業開發產品前後溝通、設計、組裝測試 

  事實上，只要材料與規格許可，都能嘗試以 3D 列印方式製作出來。來自匈牙利
的一對父子－ Gabor forgacs & Andras forgacs，是生物列印技術者首創者，他們為
因應未來人類食糧短缺之環境困境，發想出一件顛覆現實的做法，就是利用 3D 列印
技術，列印出可食用的牛肉！ Gabor forgacs 在 2011 年 TED 醫學論壇上當場烹調試
吃，引起廣泛討論，不過同時他們發現，3D 列印速度過慢，無法達到量產效率，所
以後續作業還須待檢討改進。 

  另外，過去製造生產是以分工為主，若要製造一個品項實體，得需拆成三個模具
並由不同廠商，甚至不同國家進行生產，待零件產出完畢，最後全部運送至另外的廠
商組裝。專家學者認為未來製造無須如此麻煩，只需使用 3D 列印技術，就可省去前
述開模、運送、組裝等繁瑣供應鏈模式，顯著拉近製造端與使用者端。 

四、自造者時代 

  近年來，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與微經濟趨勢逐漸浮上檯面，
這兩項概念被預測將會為個人或小公司帶來無限商機。 

  長尾理論作者 Chris Anderson 在 2012 年底離開原雜誌公司後，接任 3D 
Robotics 執行長，以 3D 列印結合開放式創新的嶄新商業模式來經營，目前已成為一
家營業額數百萬美元的公司。安德森以自造、開放式創新，發掘網上創業和網路製造
的新大陸，並在《自造者時代》一書預見 3D 列印積層製造技術將帶動全球「自造
業」風潮。 

  乘著這波風潮，製造數位化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譽為第三次工業革
命，網路資訊與創新思想的普及，加上數位工具運用與實體製造(3D 列印)的元素，讓
每個人都可以是生產者，在未來 10 年內有望形成一個「自造者時代」。 

五、結語 

  拜資訊科技普及化所賜，許多創意點子付諸於實現不再是艱難的任務，結合網路
社群與 3D 列印技術的便利運用，成為生產創意的好工具，人人可以藉此機會將自己
的房間當成迷你製造工廠。或許現今 3D 列印技術尚未純熟與完全普及應用，但由於
它的可用性與應用彈性範圍大，所以帶來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未來將能發展到什麼階
段呢?就讓我們繼續拭目以待! 

  參考資料來源： 

1 .  DIGITIMES中文網(專注少量多樣生產 3D列印雷聲大雨點不小)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
shwnws.asp?cnlid=13&packageid=8620&id=0000385445_A4U5HYCS35Q12M6P5SA9X#ixzz3MyK3tw4F 

2 .  電腦王 ( 3D 印表機的7大成型技術，材質與固化方式你知道多少 ?)              

http://www.techbang.com/posts/18161-3d-printer-technology-talk 

3 .  馬路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at.com.tw/engineering-id-77.html 

4 .  MOT/TIMES線上誌  http://www.mottimes.com/cht/article_detail.php?serial=1075&type=0 

5. 商業週刊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5898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BlogArticle.aspx?id=3646 

6. Cheers 雜誌第168期－不可不知的五大經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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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Uber?  

  Uber 服務創立自 2009 年，至今在全球已經有 36 國 100 多個都市都可以使用
（我國現在只有臺北市有此服務），藉由偵測乘客流量，Uber 可以聰明地把汽車分
配到需求多的地方； Uber 主要是由一些專業的司機搭高檔的名車進行類似計程車的
服務，但 Uber 又不像計程車一樣需要付費給司機，Uber 把付款過程自動化，所有叫
車、搭乘、付款的動作都是透過智慧手機完成，當你用 Uber 服務搭到目的地後，只
要下車，不用刷卡也不必給小費。 

  Uber 臺灣區總經理顧立楷：「Uber 是一個平台，在共享經濟的前提下，希望
城市資源可以得到最好的運用。」 

  部落客電腦王阿達使用經驗：「大概是使用智慧手機以來，覺得科技與服務結合
的最徹底的一次，由搭乘前的設定、等待車輛的驚喜到抵達目的地的計費，一切的一
切都是在手機上完成，此情此景在五年前我可能還會覺得是科幻片橋段，但想不到在
現實世界中也可以搭配的如此天衣無縫，真的有點小感動。」 

二、Uber得與失 

   Uber 共乘服務最近在全歐洲及我國成為抗議對象，人們控訴它輕忽安全、對乘
客哄抬車資、讓許多計程車司機失業又逃避監督。Uber 縱有缺點，卻可能如亞馬遜
改變購物方式般大幅改變運輸形態：藉著使用精明好用的軟體和大量資料，徹底重塑
現有市場，最終讓許多都市運輸方式更便宜、更有彈性，讓各種收入的人更負擔得
起。 

  在 Uber 經營多年的市場，如舊金山，每天用 Uber 已經可以說比擁車更便宜。
既然 Uber、Lyft 和其他競爭對手都捲入全球爭霸的險惡競賽，共乘服務，可能會在
更多地方變得更便宜，也比擁車方便。 

  有些專家說，共乘服務使用者增加也許會引發對大眾運輸又一波的興趣和投資，
因為人們通常會把計程車和其他多種交通工具搭配使用。研究人員寫道：「計程車單
向移動的特性讓人們可以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和共乘，不必擁車就能旅行。如此一來，
計程車成了這些交通方式的補充，有助降低汽車自有率和使用率。」 

  就如批評者說的，Uber 和其他服務能增加供給，基本上是因為逃避了對計程車
的監理。這使得共乘服務公司與監管單位劇烈衝突，也引發了「誰有責任維護這個繁
榮新行業的安全」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會在這些服務成熟時解決。就像多數新科技
一樣，共乘服務也會受到更多法律監督。 

三、Uber別踩紅線 

  Uber 在我國開始經營卻也踩了三條紅線，一是政府目前針對自用車與營業用車
採取的兩套管理模式，不會為 Uber 破例；二是以交通部作為 Uber 主管機關；三是
Uber 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必須依法繳稅。Uber 並不能假科技、創新之名卻將所有
的責任全推給司機自己去揹，畢竟搭上計程車，人們最在意的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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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1. 圖(1)engadget(Articles written by Terrence O'Brien) http://www.engadget.com/2012/09/26/form-1-
delivers-high-end-3d-printing-for-an-affordable-price/ 

2. 圖(2)Wikipedia-Audi RSQ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8%BF%AARSQ 

3. 圖(3)Audi Taiwan http://www.audi.com.tw/tw/brand/zh/About_Audi/design_studies/RQS.html 

4. 圖(4)信報財經新聞 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hongkong/article/38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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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聯合報2015年1月5日報導相關內容  

2 .  2014年7月1日The NEW YORKS T IMES 
INTERNATION AL W EEKLY （聯合報精選內容，

李京倫譯）http ://u dn .co m/ news/
story/6948/482026  

3 .  電腦王阿達的3C胡言亂語http ://

www.koc pc . com .tw/ar ch i v es/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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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4G ?  

  簡單來說，「4G」就是第 4 代行動通訊網路，依過去國際通訊標準化機構 3GPP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制定通訊演進標準時，主要是以 10 倍速當作
一個世代交替，所以 3G 要比 2G 快 10 倍，4G 要比 3G 快 10 倍，而 4G 最終的要求
就是要達到 1Gbps 的速度。若是以此類推，5G 最終將朝向 10 Gbps 邁進。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 ITU 針對「4G」定義的 IMT-Advanced 規範，用戶在高速移
動時，其資料傳輸能達到每秒 100 Mbps，而靜止狀態下，傳輸速率達到每秒 1 
Gbps 的超高速度，能提供到這樣的速度，皆可稱之為 4G，像是 LTE-Advanced 與
WiMAX Release 2（802.16m）都是 ITU 承認的 4G 標準，其中，較多國際各電信大
廠採用 LTE 技術。 

  LTE 採用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以 IP 為基礎的方式通訊，只有單純數據
服務，不像 3G 與 2G 系統同時具有封包交換與電話線路的電路交換機制，結果是不
能打傳統電話，只能上網，故解決方法有： 

(一) 若是4G用戶撥打傳統語音電話時，LTE基地臺會將資訊傳送到2G/3G的基地
臺，待電話結束後再切回至LTE基地臺，這個技術叫做 Circuit-Switched 
Fallback（CSFB）。 

(二) 待電信業者開通VoLTE (Voice Over LTE)服務後，因VoLTE所使用的聲音周波
區域帶相較於3G通話技術所使用的最高3.4KHz還要來的更廣，最廣可以到達
7KH，故語音通話品質會更清晰。 

  LTE(Long Term Evolution)依據雙工方式定義兩種技術方向，分為 TD-LTE、
FDD-LTE 兩種模式，國際間採 FDD(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技術規格的電信
服務商佔多數，目前臺灣也同樣是採 LTE FDD。LTE FDD 是將網路分成上傳與下載分
開的兩頻，可以同時下載及上傳。 

  4G 與 3G 網路相比，網路架構中的節點數量減少，網路架構更趨於扁平化，可減
少呼叫建立的延遲以及使用者資料傳輸延遲，也帶來營運及建置成本的降低。4G 使
用者下載速率 100Mbps 遠大於 HSDPA(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 即
3.5G)的 14.4Mbps 及 3G 的 384kps。 

二、我國4G營運情況 

  台灣 4G 較晚開台，主因是台灣 LTE 4G 速度先天上有兩大罩門： 4G 頻段頻寬不
足與光纖固網基礎建設落後。從國內目前的情況來看，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正
式釋出 4G LTE 執照後，經過激烈的競標後，總計 1,186.5 億元的總標金額，由中華
電信、遠傳電信、臺灣大哥大、亞太電信、以及國碁(鴻海子公司)與台灣之星(頂新集
團子公司)這 6 公司取得執照。釋出的 LTE 工作頻段，包含 Band 3（1800 MHz）、
Band 8（900 MHz）與 Band 28（700 MHz，台灣特殊頻段，過去是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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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E高頻段的特性是，負荷乘載量大但傳輸距離較短，基地臺覆蓋需要較密集建
置，以減少通訊死角；低頻段的特性則是穿透性高，室內收訊會相對較好，但負荷乘
載量較低。於本次釋出頻段包含低頻的700 MHz頻段，具有室內穿透性高、傳輸距離
遠的優點，可以提供室內更好的涵蓋，有助於改善先前室內深處訊號不良的問題。且
高頻段因傳輸距離短，所需要的基地台布建密度會比低頻段來的大。 

  NCC 表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累計全台 4G 基地台執照已經核發
11,867 台。又因 4G 基地台後端需要連線到機房端的後置網（Backhaul）需求，故可
以帶動光纖固網基礎建設的布建。業者估算，包含建置費用，一座基地台投資 200 萬
元，兩年內台灣六家業者將建置近 4 萬座 4G 基地台，加上核心網路建置及用戶端設
備，兩年內電信業者 4G 投資金額上看千億元。 

 三、我國政府推動政策 

  行政院利用4G標金回饋150億元，於2014年5月專款規劃「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
產業發展方案」，計有五大主軸20項計畫。五大主軸包括「加速行動寬頻網路布
建」、「行動寬頻創新應用服務」、「消費者權益保障」、「行動寬頻技術發展」、
「行動寬頻尖端技術人才培育」，聚焦「行動寬頻創新應用服務」為主，另有建置新
世代電波監測系統及偏鄉共用平台建置，消費者權利保障，下世代寬頻技術研發及人
才培育等。 

  經濟部配合行政院擬打造全球第一座互動式智慧商圈，擬選定人潮多的台北101
商圈，捷運北市府站及高雄旗津等三處據點試驗。此外，經濟部將全力推動「構建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是推動「行動寬頻創新應用服務」主軸中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之
一，經濟部工業局表示，「構建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包括推動智慧安全、智慧健
康、智慧物流、智慧金流、智慧運輸及智慧育樂等6大整合性應用服務。 

  另故宮則有意利用文物內容，以4G平台讓民眾看見，如乾隆展等各種展期，利用
新科技整合包裝，加入互動元素，打造「4G行動博物館」，讓廠商加值應用，行銷國
際。文化部則選定流行音樂及影視產業，利用4G上架影視音平台商品，讓戲曲、兒童
節目，紀錄片及流行音樂演唱會，重新包裝加入互動元素上架，吸引年輕族群青睞。 

四、結論 

  除了智慧型手機，4G無線基地臺與4G分享器的應用也逐漸在我們生活周遭中開
始應用。未來預期將有更多產品都能內建4G通訊模組，或是支援4G SIM卡的接入，
像是4G模組與攝影機這類產品，將帶動物聯網的應用發展。 

  4G相較於3G具備有低延遲與可靠資料傳輸、高傳速率行動服務、大規模高密度
聯網及優質豐富聯網體驗等特性，故在應用上可發展即時連線導航資訊融合回傳、
3D/高畫質影音創作直播、巨量資料同步收集與分析推薦及多媒體體驗導遊導購等應
用服務，3G轉4G就像使用電腦上網，從電話撥接轉到ADSL、固網，感覺上網速度變
快了，而生活上豐富的應用也隨之而來（如手機即時電視、電影等），而且4G採無線
網路沒有空間限制，應用服務的可能性將無「線」寬廣、無所不在。 

  參考資料來源： 

1 .  IThome技術文章  4G懶人包：不可不知的10個FAQ                   
http ://www . i th ome. com . t w/tech/88811  

2 .  小丰子3C俱樂部：台灣LTE 4G的速度有多快?                     
http :// tu0925399900. pixn et .net /b lo g/p ost/1756279 44  

3 .  電腦王阿達的3C胡言亂語  http ://www .koc pc . com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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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秒鐘電腦操作術

  使用電腦技能已經成為工作上不可或缺，您知道幾個電腦快捷鍵來加速你的工作
績效呢？想必 Ctrl+A(全選)、Ctrl+Ｃ(複製)、Ctrl+Ｖ(貼上)已是您熟悉的得意技是
吧？這裡就介紹幾個快捷鍵增強您的功力吧！ 

1. 常在找Ｃ、Ｄ槽資料嗎？試著 Windows 鍵+E=開啟我的電腦。 

2. 視窗太多想快速回到桌面嗎？ Windows 鍵+M=最小化所有視窗。 

3. 處理機敏性資料怕偷窺嗎？教你一招瞬間隱藏顯示目前視窗，Windows 鍵+Ｄ。 

4. 快速刪除檔案 Delete 鍵。想永久刪除所選取的項目，不想日後整理資源回收桶再
看到嗎？ Shift+Delete。 

5. 離開座位想瞬間鎖定電腦畫面嗎？試試 Windows 鍵+L。 

6. 常在做檔案複製貼上嗎？試試選取檔案後 Ctrl+滑鼠左鍵拖曳。 

7. 快速重新命名所選取的檔案或資料夾，試試直接按 F2。 

8. 打 Word 常在按還原圖示嗎？ Ctrl+Z 即可，也適用於 Excel、Photoshop。 

9. 打 Word 常在為換行卻不想出現項目符號或編號苦惱嗎？ Shift+Enter。 

10. Word、Excel、IE、Chrome、Photoshop 快速列印或預覽列印： Ctrl+Ｐ。 

11. Word、Excel、IE、Chrome 快速尋找： Ctrl+F。 

12. Word 快速分頁： Ctrl+Enter。 

13. Word、Excel、IE、Chrome 放大縮小： Ctrl+滑鼠滾輪。 

12. Excel 輸入目前的日期： Ctrl+;。Excel 輸入目前的時間： Ctrl+Shift+;。(請注意
需切換為英打才有效) 

13. Excel 在同一個儲存格中將文字換行： Alt+Enter。 

14. Excel 選取數值產生圖表： F11。 

15. IE、Chrome 空白鍵向下捲、Shift+空白鍵向上捲。 

16. IE、Chrome 全螢幕切換： F11。 

17. IE、Chrome 將網頁加入我的最愛： Ctrl+D。開啟我的最愛視窗 Ctrl+I 。 

18. IE、Chrome 關掉目前分頁： Ctrl+Ｗ。 

19. IE、Chrome 回到首頁： Alt+Home。 

20. 隨時將工作內容儲存(各種軟體適用)： Ct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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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台灣燈會在臺中，距離開燈日期愈來愈近了，您是不是也愈來愈期待了呢？
為提前炒熱燈會氣氛，我們也從 12 月起，陸續辦理燈會相關網路活動好康大放
送，誠摯邀請各位來臺中賞燈會，第 1 波活動已經在 103 年 12 月 31 日結束，如
果沒參加到的請別擔心，只要密切注意 2015 台灣燈會網站
(http://2015taiwanlantern.net)，所有燈會相關及好康資訊都將陸續公告。 

 

※ 本中心為提供更便利的服務，本府 LINE 官方帳號訊息發送改採線上申請方式辦
理，各機關可至「本府 e 化公務入口網\應用系統\LINE 官方帳號訊息發送申請系
統」提出申請；本系統除可以提供線上申辦方式申請 LINE 訊息發送，亦可線上查
詢「排定發布日」及「是否已發佈」等資訊。 

 

 

※ 103 年 12 月 25 日國家教育研究院柯院長華
葳率隊參訪本府，其中該院資訊推動小組劉執
行秘書金和等人亦參訪本中心共構機房，參訪
後表示肯定並獲益良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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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1. 一級機關：秘書處、政風處、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民政局、社會局、環境保護
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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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檢查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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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地政事務所：大甲地政、清水地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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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103 年 11 月抽測二級機關及區公所共計 47 個機關，於 11 月 4 日發送測試
信件，其中當日回復者共 46 個機關(佔 97.87%)、隔 1 日回復者共 1 個機關(佔
2.13%)、無隔 2 日以上回復之機關，相較於 103 年 9 月檢測結果，當日回復率持
平，且均能於隔 1 日內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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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OOP)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是一種程式設計典範，同時也

是一種程式開發的方法。是把程式設計的概念具體

化、物件化，即物件包含資訊 (資料值) 與功能的個

別元素，可以讓將特定資訊與共通功能或是該資訊

的相關聯動作組合在一起，以提高軟體的重用性、

靈活性和擴充功能性。 

※ Distributed Computing ：分散式運算將工

作切割成小單位(WorkUnit)利用網路分派給多部電

腦執行運算後再加以彙整運算後的結果。(以上由李

嘉恩提供) 

※ Instagram ：是一個免費提供線上圖片及短視訊

分享的社交應用，於 2010 年 10 月發行。其名稱取

自「即時（instant）」與「電報（telegram）」兩

個單詞的結合。因創始人的靈感來自即時成像相

機，且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照片分享「就像用電線傳

遞電報訊息」，因而將兩個單詞結合成軟體名稱。 

※ One Laptop Per Child(OLPC)每童一機： 

係由麻省理工學院多媒體實驗室發起並組織的非營

利組織，計畫生產約 100 美元的筆記型電腦，供予

對此計畫有興趣的開發中國家，並由該國政府直接

提供給兒童使用，為提升知識素質水平，不過後來

此計畫趨於失敗。  

※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Language(SGML)標準通用標示語

言： 為目前常用超文字格式之最高層次標準，有者

非常強大的適應性，但由於過於複雜，所以難以普

及化；其延伸自 IBM GML，衍生至 HTML 與

XML。  

※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HAL) 硬
體抽象層：為實作於硬體和執行於電腦軟體之間的

一種特殊軟體，其功用是將硬體方面之差異部分隱

藏並抽離，如此作業系統核心模式的程式碼就不必

因為硬體的不同而需要修改，所以硬體抽象層可增

進軟體的可移植性。  

※ CyanogenMod ：為一個開放原始碼的作業系統套

件，基於 Android 行動平台而開發，主要使用在智慧型

手機與平板電腦裝置上，此套件提供官方 Android 系統

或手機廠商無供給的功能，例如：支援 FLAC 音訊格

式、大量的 APN 名單。  

※ Access Point Name(APN)存取點名稱：存取點

名稱就是於行動網路和另一個電腦網路之間閘道器的名

稱，而在使用行動裝置時，必須設定電信公司提供的存

取點名稱才能建立資料連線。  (以上由徐采楹提供，資

料來源： Wikipedia、香港矽谷 ) 

 

 

 

 

 

  

 

 

 

 

 

 

 

 

 

 

 

 

 

 

 

 

 

 

第三十六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 104 年 1 月 29 日    第 ８頁 

本期內容 

專題報導一  1 

專題報導二 ３ 

專題報導三 ４ 

經驗分享 ６ 

訊息報報 ７ 

科技名詞彙編 ８ 

新人報到 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BB%E7%9C%81%E7%90%86%E5%B7%A5%E5%AD%B8%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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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網路科助理管理師 –  江瑞賢  

   很榮幸加入資訊中心這個市府的神
經中樞且溫馨的團隊。讓我有機會能為
同仁跟市民們服務。雖然年紀有點大，
但還是初次在公務機關做事，所以誠心
懇請長官跟先進們多多指導與指正。 

      

 設備網路科助理管理師 –  林騏宏   

   踏入公職僅短短兩年的時間，很高
興有機會加入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這
是我在公部門服務的第二個單位。初到
新單位，接觸到很多新的人、事、物，
這是一個可以讓自己充實學習的好機
會，學習在政府機關身為一個資訊人員
該有的技能，也學習在公部門該有的修
行和態度，未來的日子中也期望和大家
一起努力、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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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m.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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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