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眾與市府之間，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管道，用來傳遞溝通著彼此的意見。除了最常

聽到、歷史悠久的市長信箱之外，還有 1999 話務中心、聯合服務中心、市長室書信陳

情、上級機關轉發等等，這些管道受理進來的陳情案件，為了可以有效地統一管理，因

而產生了「人民陳情管理系統」，藉著這個系統，陳情案件的研考機關－研考會就可以

用同一套管理機制，整合控管、統計和分析陳情案件，而民眾的資料也能獲得相同機制

的保護。接下來，就用「民情系統」簡單稱呼這個將民眾與市府相連在一起的系統。 

  民情系統是用來管理各類來源的陳情案件，以對外及對內概分如下： 

 

 

 

 

 

 

 

 

  為了可以有效地管理案件，並保護民眾資料，民情系統介接公文系統及 e 化公務入

口網，案件在公文系統分文完成後，就會把承辦人資料帶回來民情系統，讓民情系統知

道案件的承辦人是哪一位；而承辦人員透過 e 化公務入口網登入到民情系統後，才能查

詢及答覆案件，而且只能查詢到自己承辦的案件。另有關檢舉類案件，需經調閱申請程

序才能得知，進一步確保陳情民眾個資權益。 

  在承辦人答覆完成後，除了以電子郵件、電話、書信等各類方式回覆民眾之外，民

眾也可以自行上網查詢案件的辦理情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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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整合資訊系統 

民眾 

市長信箱 

E化公務入口網 

民情系統 

1999話務中心 

上級機關轉發 

聯合服務中心 

市長室書信陳情 

市府承辦人 



  為了能讓民眾及同仁操作起來更加便利，同時也配合民情案件主管機關相關法令

的修改，民情系統在 103 年度增修了多項系統功能，包括： 

  因應智慧型手機日漸普及，為便利民眾意見反映，針對以簡單文字敘述搭

配、即時拍照上傳、或者想利用電子地圖標出詳細發生地點等案件(像是檢舉違規

停車、環境髒亂等等)，透過市長信箱APP，操作都可以更加簡便。 

  

  目前1999話務中心接到民眾電話時，會依案件的屬性，分別登錄於1999即時

派工系統和民情系統。但對民眾來說，反映意見的管道是1999話務中心，是不分

屬性的單一窗口，所以我們將民情系統介接於1999即時派工系統，使民眾可以在

「臺中市民一碼通網站」上，查到所有反映案件的辦理情形。 

  以往系統研考角色功能只設定到一級機關，為落實分層管考機制，我們增加

了二級機關的研考角色，提供組織較龐大的二級機關研考人員擁有與一級研考相

同的管考功能，讓他們也能投注心力在民眾的意見上。 

  由於有些同仁同時兼任兩個機關的職務，加上同仁請假時需要設定職務代理

人，所以開放了這項功能，讓大家可以自行設定、操作更便利。

  承辦人員在完成案件答覆後，還需要經過研考人員審核，才可以結案。以

往，承辦人得持續追蹤案件到結案後才能鬆一口氣，但現在有了這個續辦未結提

醒信件，就可以在研考人員審核不通過時，由系統主動發信通知承辦人，讓承辦

人在第一時間知道案件未結，應再追蹤處理。另外，在案件到期當日一早，系統

也會主動發信通知承辦人，提醒承辦人及早完成答覆，別讓案件逾期了。

  以往常見問答集是以類別排序，現在改以點擊率排序，也加上關鍵字、更新

日期等查詢條件，讓民眾尋找答案更方便。 

 

  配合民政局簡政便民措施，單純屬於區公所的案件(不包含有各局處相關業務

的複雜案件)將規劃直接分文給區公所辦理，以省去民政局轉發的時間，簡化行政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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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檢舉案件如需聯繫陳情人，得由承辦人填寫紙本調閱單，送研考會後，

研考會才會據以告知陳情人資料；但這過程冗長耗時，為了加速案件辦理，同時

節能減碳，今年將改以電子化作業，使承辦人可線上申請調閱檢舉案件陳情人資

料。 

  市長信箱回信給民眾的信件裡，都會嵌入一個滿意度調查的連結，但填答為

獨立於陳情案件之外，以致滿意度結果分析或利用都十分不便。今年規劃將滿意

度調查連結相關案件，讓民眾的滿意度結果可以被靈活運用，滿意度不佳的案件

也可以被簡單地找出來，並進一步探究原因。 

  隨著科技發展及大家的使用習慣，民情系統作了許多改變，未來也將秉持一貫的

精神，為民眾及市府同仁提供持續精進的各項功能，打造出更具效率、方便又安全的

系統，讓民眾與市政府之間溝通橋樑變得更寬廣、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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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科技與網路的日新月異，雖然增進了人類生活的便利與效率，但隨之而來的

資訊安全問題，卻層出不窮。有鑒於此，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BSI)於 1995 年率先提出 BS 7799 資訊安全規範，該標準涵蓋技術面與管理面的資訊

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ISMS)，而後也逐漸演

變至今日的 ISO 27001。ISO 27001 是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所提出的資訊安全管理國際標準，也是目前最廣泛被採用

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主要是以 BS7799 為基礎，可以用來協助各種不同類型的組織

了解「如何改善及保護組織中的資訊資產之基本原則、原理與觀念」。 

ISO 27001:2005 是國際標準組織(ISO)於 2005 年所提出的版本，絕大部份內容

著重於管理面的要求，其次才是技術面的專業知識。目的是在於提醒組織在建置及管

理整個制度面時，所必須重視且不可忽略的層面有哪些；並透過審查機制的回饋和內

部稽核，來預防資訊安全事並降低風險。該版本的本文內容共有八章(如圖一)；而在

附錄 A 的部份，共有 11 個控制領域、39 個控制目標及 133 個控制措施。其中 11 個

控制領域分別為：「安全政策」(Security Policy)、「組織資訊安全」(Organizing 

Information Security)、「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人力資源安全」

(Human Resources Security)、「實體與環境安全」(Physical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通訊與作業安全」(Communica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資訊系統取、開發及維護」(Information 

Systems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資訊安全事故管理」

(Information Security Incident Management)、「營運持續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及「遵循性」(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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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ISO 27001 的導入建置程序大致是參考「規劃-執行-檢查-行動」（Plan-Do-

Check-Act , PDCA）流程模型來進行建置，其說明如下： 

 

 

 

 

 

 

 

 

 

 

 

 

 

  上圖說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將「組織資訊安全需求」與「利害相關團體的要求與

期望」作為輸入，並且透過 PDCA 模型的反覆執行，來產生符合此需求與期望的資訊

安全輸出結果。而該模型之各項工作說明如下： 

 

 

 

 

 

 

 

 

 

 

 

 

 

  因資訊安全的變化已非同日可言，因此在 2013 年 10 月國際標準組織(ISO)正式

提出 ISO 27001:2013 版本；並且指出為確保組織與客戶資料保密的權益及降低各項

資訊安全風險，提醒各組織應該重新檢視內部資訊安全標準並且將舊有資訊安全標準

進行升級。因此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這段時間，將是 ISO 27001 升級的過

渡時期，過了 2015 年 9 月 30 日後，舊版 ISO 27001:2005 證書將會立即失效。而

ISO 27001:2013(新版)的內容，共有 10 個本文內容及在附錄 A 的部份共有 14 個控

制領域、35 個控制目標及 114 個控制項目。其中控制領域分別為：「安全政策」

(Security Policy)、「組織資訊安全」(Organiz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圖一、PDCA建置流程 

表一、PDCA模型工作項目說明 

工作項目 說明 

計畫 

(Plan) 

建立ISMS環境、資訊安全政策、資訊安全目標、資訊安全組織、風險

評估及管理及確認控制目標。 

執行 

(Do) 

建立管理文件體系、建置控制方法、資訊安全程序文件、營運持續運

作計畫、執行管理程序及教育訓練及宣導。 

檢查 

(Check） 

執行監控程序、風險再評估、定期施行稽核及績效評估。 

行動 

(Act) 

鑑定改善需求、執行改善工作、報告執行結果、確認目標達成及持續

追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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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安全」(Human Resources Security) 、「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 、「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 、密碼學(Cryptography)、「實體

與環境安全」(Physical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作業安全」(Operation 

Management)、「通訊安全」(Communication Management)、「資訊系統取、開

發及維護」(Information Systems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供應關係(Supplier relationships)、「資訊安全事故管理」(Information Security 

Incident Management)、「營運持續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及

「遵循性」(Compliance)。 

 

 

 

 

 

 

 

 

 

 

 

 

 

 

 

 

 

 

 

 

 

 

 

 

 

 

 

 

圖二、內文章節差異  

表二、附錄A的控制領

域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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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27001:2005 與 ISO 27001:2013 之間最大的不同，大致上有以下幾大項

目： 

1. 新版允許組織在建置 ISMS 時，除了可以參考 PDCA 模實作外，亦可參考

其它建置模型(如 DMAIC 等)來進行實作。 

2. 新版引用了 ISO 31000 標準來進行風險管理，並且允許組織可以針對不同

的管理系統延用相同的風險管理方法。 

3. 採用 Annex SL 格式，可以讓已導入多種標準(如： ISO 9001、ISO 

14000 等)的組織可以更加容易地進行整合。 

4. 為了讓 ISO 27001 系列標準的術語與定義具有一致性，及使組織可以清楚

標準的提到重點，所以在新版中直接引用 ISO/IEC 27001 的術語，並且移

除舊版中的用語釋義。 

5. 新版標準的本文內容從舊版的 8 個章節擴展成 10 個章節(如圖二)。 

6. 附錄 A 的控制領域，也從 11 個增加到 14 個控制領域，而控制目標則是從

原本的 39 個減少至 35 個，而控制措施也從 133 個減少至 114 個控制措

施(如表二)。除此之外，新版也可以選用附錄 A 以外的其它資安控制做法

來實作。 

  鑒於資訊安全的日益重要性，及為確保組織與客戶資料保密的權益，依據國際標

準組織（ISO）遵循標準，大約每隔 5 年就必須將原本的資訊安全系統(ISMS)進行升

級或修訂。先前最普遍被使用的版本是 ISO 27001:2005，且該版本從提出至今已被

使用了 8~10 年左右，而這十年之間的資訊安全變化已非同日而言，因此各組織必須

依據組織需求來調整資訊安全政策。 

1. http://www.netadmin.com.tw/article_content.aspx?sn=1406050001 

2.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30/20140920_3003.html 

3. http://www.bctest.ntnu.edu.tw/flying/flying51-60/flying56-3.html 

4. http://www.safelink.com.tw/knowledge.php 

5. http://cissnet.edu.tw/uploads/others/B1.pdf 

6. http://www.bccs.com.tw/pic/download/Session%20I_ISO27001%20to%

202013%E6%96%B0%E7%89%88%E8%B3%87%E5%AE%89%E6%96%B0%

E8%B6%A8%E5%8B%A2.pdf 

7. FineArt Express 2014 夏季號(http://www.fineart-tech.com/Download/

FineArtExpress/FineArt%20Express-2014-S2.pdf) 

 

 

 

 

 

 

 

黃俊嘉攝於雪霸國家公園 

專題報導一  1 

專題報導二 ３ 

科技新知 7 

訊息報報 7 

科技名詞彙編 8 

新人報到 9 



第 7 頁 

本期內容 

第四十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 104 年 7 月 30 日    

Uber全球當紅

  最近台灣開始流行Uber叫車服務，且似乎有愈來愈夯的趨勢。但是你知道什麼是

Uber叫車服務嗎？「Uber」這個字本身又是什麼意思呢？ 

Uber手機叫車紅遍全世界 

  Uber是一種類似計程車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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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引進台

灣，由於服務不錯，價格也比一般計程車定價還低，所以受到愈來愈多消費者的好

評，不過，同時也引起許多計程車運將大哥們的反彈。 

   Uber是一家總部設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的運輸網路公司，2009年成立，有人將

Uber翻譯成「優步」，由於該公司提供的手機叫車服務方便又便宜，所以在美國從西

岸紅到東岸，現在更紅到全世界。 

  Uber於2010年正式上線，目前在全球54國、200多個城市都有服務，台北也能

叫車。 

Uber意為「超級」 

   你知道Uber是什麼意思嗎？Uber其實是來自德文的“Über”， 在德文中意為

「在…上方」或「跨越」，英文發音為/ˈu.bɚ /。聽過許多國人都發成/ˈ[ju.bɚ /，那

是錯誤的喲！要念成「烏-ber」才對。 

  Uber被借用到英文後，意思有稍有轉變，根據牛津字典，意為「最好」或「相當

大程度」，也就是「超級」的意思，此用法是來自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ubermensch”（超人）。 

 參考資料來源： 

1 .  聯合報2015年３月１日D 2版國際小學堂報導相關內容  

2 .  G eorge 的英語教室：Uber叫 車夯，你知道“ Uber”是什麼嗎？                   
h t tp :// b lo g.xu ite .net/ geor gech iu/trans la te/2261722 77 -Uber  

 

 

 

 

※ IBM公布2015年全球
「智慧城市大挑戰（Smarter Cities 

Challenge）」計畫獲選名單，臺中

市以「以安全、人本及綠色的智慧交

通系統，打造宜居樂業的中都智慧

城」為主題，成為臺灣唯一的入選城

市。  

 

 

 

專題報導一  1 

專題報導二 ３ 

科技新知 7 

訊息報報 7 

科技名詞彙編 8 

新人報到 9 



 
 

 

※ ODF 開放檔案格式 (Open Document 
Format)：是一種開放性的檔案格式，讓使用者不

需依賴特定文書商用軟體，即可開啟文件，常見的格

式類型有 OpenDocument Text(文書檔，副檔名

為.odt)、OpenDocument Presentation(簡報檔，

副檔名為.odp)、OpenDocument Spreadsheet(試

算表，副檔名為.odp)等；現已有多個國家宣布 ODF

為國家標準檔案格式，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亦於「政

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中，規範下載文件檔案

格式如為可編輯者，應至少包含 ODF。 

※ PDF 可攜式文件格式(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是一種十分常見的可攜

式文件格式，由 Adobe 公司發展出來，強調在文件

中可加設字型出版，不受限於設備、作業系統等，均

可正常閱讀的便利性；由於不需購買商業軟體即可閱

讀，因此也被視為開放性檔案格式的一種。(以上由

葉亘芙提供 ) 

※ 線上對應離線實體 O2O ： O2O 是一種將

Online 的電子商務與 Offline 的實體商店進行虛實整

合的商業模式，由 TrialPay 的 CEO Alex RamPell

於 2010 年 8 月所提出。目前常見的 O2O 的消費模

式有以下 2 種： 

 Online to Offline ：是指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

購買實體商店的商品或服務，然後再到實體商店索取

商品或享受服務。例如消費者透過團購網站(Online)

購買商品或服務，然後再依據指定的期限至實體商店

(Offline)索取商品或享受服務。對消費者而言，此商

業模式可以提供消費者於一個隨手可得、無時差、無

地域限制的選購商品或服務的環境；對實體商店來

說，則是先前所付出的「線上廣告」成本，可以有效

地被轉為獲利。 

 Offline to Online ：是指消費者在實體商店

(Offline)購買商品或享受服務，並在網路上(Online)

進行付費或消費。例如 Happy Go 會員卡的會員們

可以將平日於實體商店(Offline)消費所贈送的點數進

行累積，並且依據一定比例換算成現金折抵，然後再

讓會員於 Happy Go 購物網站進行購物之優惠。對

消費者而言，此商業模式可以提供消費者享受到購物

優惠的樂趣及嶄新的消費環境；對廠商而言，則可開創

新行銷通路及提升客戶的品牌忠誠度。(以上由邱慧如提

供 ) 

※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一種企業管

理的方式，企業允許員工在辦公室或是在外地，皆可使

用自己的行動裝置連接到公司網路取用資料、處理公

務。優點是讓員工辦公更加便利，減少公司之辦公設備

成本，但缺點是在開放的環境下會有資訊安全的風險，

所以企業需做好完備的資安防護。 

※ RWD(Responsive Web Design)：一種網頁

設計的技術。當使用者用不同平台裝置或不同解析度瀏

覽網站時，網站能自動縮放、平移和捲動成視覺較佳的

佈局排版，方便使用者閱讀。 

※ Bug ：系統中的錯誤，因為程式本身存在錯誤而導致

功能不正常、當機、資料遺失或非正常中斷等現象。

1947 年發現了第一個電腦錯誤，追根究柢後發現是飛

蛾跑進電腦內而導致故障，從此之後，人們逐漸開始用

Bug 來稱呼程式中的錯誤。(以上由林來福提供 ) 

※ SPDY ：發音如英語： speedy），一種開放的網路傳

輸協定，由 Google 開發，用來傳送網頁內容。基於傳

輸控制協議（TCP）的應用層協議。Google 最早是在

Chromium 中提出的 SPDY 協議。目前已經被用於

Google Chrome 瀏覽器中來訪問 Google 的 SSL 加密

服務。SPDY 並不是首字母縮略字，而僅僅

是"speedy"的縮寫。SPDY 現為 Google 的商標。

SPDY 當前並不是一個標準協議，但 SPDY 的開發組已

經開始推動 SPDY 成為正

式標準（現為網際網路

草案），HTTP/2 主要

以 SPDY 技術為主。

Google Chrome，

Mozilla Firefox，

Opera 和 Internet 

Explorer 均已支援

SPDY 協議。SPDY 協

議類似於 HTTP，但旨

在縮短網頁的加載時間

和提高安全性。SPDY

協議通過壓縮、多路復

用和優先級來縮短加載

時間。(劉佳姍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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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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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網路科職務代理人 ─ 邱馨慧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資訊永遠
follow著人性。很開心加入充滿人性的資
訊中心！新工作內容的學習與新文化環境
的適應是每一位新人當務之急的功課，首
次公務機關任職，感謝同仁們有形與無形
的幫助，讓我得以短時間融入這一切。未
來還請大家繼續多多指教了～(^人^) 

本刊旅遊照片由黃智偉攝於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