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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於電子簽章法的施行(91.04.01)與政府資訊化的需求，公開金鑰基礎建設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公開金鑰基礎建設(以下簡稱PKI )

或者可以稱之為「公開金鑰密碼方式的安全基礎建設」，主要是為了發行及提供用於

網路的「身份認證」識別資訊。類似於身分證或健保卡的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由具公

信力的MOICA(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所簽發的自然人憑證；即是由政府公開金鑰基礎

建設( GPKI )下屬的「憑證管理中心」所簽發的「數位憑證」，可用來產製「數位簽

章」，擁有人便可在網路上認證自己的身分。 

  由「數位憑證」與發行憑證的「憑證管理中心」，以及集中管理憑證的「資料

庫」，三個主要元素所構成的PKI，在現行的網路通訊中扮演著極為重要角色；舉凡

資訊系統中的安全需求，包含了「資料機密性」、「身分鑑別性」、「資料完整

性」、「不可否認性」，都是PKI的應用範圍。 

  憑證管理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y, CA)即為發行與驗證憑證的組織，是屬於公

正的第三方，要負責證明提出憑證發行的人身分的正確性，要保證包含在憑證裡資訊

的正確性，並且需要對憑證作數位簽章。  

  PKI的應用範圍如目前流行的網路銀行或網路下單等服務，都必須仰賴PKI機制並

配合使用電子簽章所給予之法律地位，以確保交易雙方交易記錄的存在(資料完整性)

與身分確認(身分鑑別性)，使業者與消費者的權益都受到保障、以及利用網路達到安

全傳遞資訊的目的；在電子郵件的應用，可以使用「數位簽章」與「數位加密」來確

保郵件的「不可否認性」與「資料機密性」(註一)。綜合上述各項數位憑證的應用，可

以發現各項應用背後的基礎架構皆為PKI，因此PKI的應用可以說是極為廣泛。 

註一：Outlook可至[檔案] ->[選項] ->[信任中心] ->[信任中心設定] ->[電子郵件安全性] 標籤勾選[在外寄郵件

加入數位簽章]進行設定。 

 

 

  在台灣，政府憑證管理架構採用階層式的管理機制，其信賴核心是國家發展委員

會委託中華電信管理的政府憑證總管理中心(Government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GRCA, 於2002年成立），為最頂層憑證管理中心，負責GPKI領域內外憑

證管理中心間的交互認證。 

  GRCA各下屬憑證機構常見如：GCA(政府憑證管理中心)、MOICA（自然人憑證

管理中心）、MOEACA(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等。簽發的憑證可使用於電子化政府的各

項應用，提供了更便捷的網路便民服務，也同時促進電子商務的應用與發展。 

  GRCA將簽發的CA憑證交付予GPKI（Government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的下層CA，也是GPKI的信賴起源，必須具備最高的公信度。而中華民國內政部憑證

管理中心則屬於GPKI中的第一層下屬憑證機構，對於在中華民國設籍登記滿18歲以上

之國民進行簽發與管理其自然人公鑰憑證。 

壹、關於安全通訊協定 Secure Sockets Layer (SSL)與傳輸層安全協議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                             陳凱、資安防護團隊



  SSL(Secure Socket Layer)可用於建立瀏覽器和網站伺服器之間的安全通道，提供

伺服器身分鑑別及資料傳輸加密與完整性保障(如信用卡號、帳號、密碼等) 。透過SSL

協定建立的安全通道，原設計是避免駭客透過中間人攻擊竊取、窺視和篡改(後來被發現

弱點，現須改用TLS)，也能鑑別網站之網域名稱確實為憑證申請者擁有。可保護個人資

料(如信用卡號、帳號、密碼等)在網路傳輸過程中不被駭客截取或竄改，強化網路使用

者對於網路交易信心。  

  確認是否登入加密的網站可從網址是否出現https，多出來的s字母代表security，

也就是加密網站。如果網站是機關的入口網站、電子商務網站、電子郵件伺服器登入頁

面，需要使用者輸入帳號、密碼或信用卡資料...等機密或敏感資料的話，可考慮使用SSL

憑證。 

  如在網站或硬體裝置上安裝SSL憑證，這時瀏覽器的網址列會有一個「鎖頭」小圖

示，這就表示資料傳輸已受到了SSL安全加密程序的保護了。更可進一步檢查憑證的有

效日期是否逾期，同時檢核憑證路徑是否與網域名稱相符等方式，來確認是否已登入正

確的網站。SSL憑證在簽發時，皆會設定一定的到期日，這也意味著SSL憑證將在到期日

後可能因暴力破解而失效。  

 

  網景公司（Netscape）推出首版Web瀏覽器的同時提出SSL，國際技術規範組織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將SSL進行標準化，1999年公布了傳輸層安全協

議（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即 RFC 2246。 

  TLS協定的優勢在於它是與應用層協定獨立無關的。高層的應用層協定（例如：

HTTP、FTP、Telnet等等）能透明的建立於TLS協定之上。TLS協定在應用層協定通訊之

前就已經完成加密演算法、通訊金鑰的協商以及伺服器認證工作。在此之後應用層協定

所傳送的資料都會被加密，從而保證通訊的私密性。 

  隨著密碼學的演進且電腦的計算能力也越來越強大，現有的加密演算機制缺陷亦會

陸續被發現；2014年10月由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NIST)的國家弱點資料庫(NVD)發

布弱點編號為CVE-2014-3566 (POODLE)的SSLv3弱點，確認惡意攻擊者可以利用

SSLv3加密協定的弱點進行中間人攻擊，藉由攔截與修改HTTPS封包資訊的方式，嘗試

向伺服器主機進行連線，進而獲取使用者的相關傳輸數據與機敏資訊。行政院國家資通

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也同時通報此項弱點，建議各機關停用SSL加密機制改以TLS來確

保加密連線機制的強健性。故如果使用IE，請開啟[IE]->瀏覽器工具列-> 網際網路選項-

>進階->安全性，取消勾選瀏覽器SSL 2.0/SSL3.0 加密連線的支援選項，同時務必確認

開啟TLS 1.0/TLS 1.1/TLS 1.2 選項。 

第 ２頁 

本期內容 

第四十一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 104 年 9 月５日    

專題報導一  1 

專題報導二 6 

資訊推動走廊 6 

科技新知 9 

科技名詞彙編 11 



第 ３頁 

  請注意駭客目前可向 TLS 1.0發送虛假錯誤提示，然後將安全連接強行降級到過時

且不安全的SSL 3.0，然後就可以利用其中的設計漏洞竊取敏感資訊，故建議不要使用

TLS 1.0，而且確實取消SSL3.0。 

 

  

  依據我國電子簽章法( 90年11月14日公布)的定義，「數位簽章」：指將電子文件以
數學演算法或其他方式運算為一定長度之數位資料，以簽署人之私密金鑰對其加密，形
成電子簽章，並得以公開金鑰加以驗證者。而「雜湊演算法」即是定義中所指「數位演
算法」的其中一種。在簽署憑證時，簽章雜湊演算法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雜湊（Hashing）是透過雜湊函數/演算法將要檢索的項與用來檢索的索引（雜湊
值）關聯起來，生成一種便於搜索的雜湊表。常用作資訊安全的實作方法，由一串資料
中經過雜湊演算法計算出來的一個小的數字「指紋」，經常用來識別檔案與資料是否有
被竄改，以保證檔案與資料確實是由原創者所提供。雜湊函式必須不具有可逆性。 

  如今，雜湊演算法也被用來加密存在資料庫中的密碼（password）字串，因雜湊
演算法所計算出來的雜湊值具有不可逆（無法逆向演算回原本的數值）的性質，因此可
有效的保護密碼。 

  由於雜湊函數演算法之弱點可導致攻擊者取得偽冒之憑證，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
究院的指引建議2014年以後不要再信賴SHA-1憑證，2013年11月11日微軟的根憑證計
畫公布了新版的技術條款2.0(Windows Root Certificate Program - Technical 
Requirements version 2.0)，提出了未來SHA-1憑證之退場機制，包括： 

A.憑證管理中心自2016年1月1日起停止簽發新的 SHA1 SSL憑證。 

B.微軟之視窗作業系統自2017年1月1日起停止接受SHA-1 SSL憑證，亦即任何
已經簽發且效期超過2017年1月1日的SHA-1 SSL憑證必須在2017年1月1日起
更換為SHA-256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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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d 

Protocol Year 

SSL 1.0 n/a 

SSL 2.0 1995 

SSL 3.0 1996 

TLS 1.0 1999 

TLS 1.1 2006 

TLS 1.2 2008 

TLS 1.3 草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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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A加密演算法是一種非對稱加密演算法。在公開金鑰加密和電子商業中RSA被廣泛

使用。RSA是1977年由羅納德·李維斯特（Ron Rivest）、阿迪·薩莫爾（Adi Shamir）和

倫納德·阿德曼（Leonard Adleman）一起提出的。當時他們三人都在麻省理工學院工

作。RSA就是他們三人姓氏開頭字母拼在一起組成的。 

  對極大整數做因數分解的難度決定了RSA演算法的可靠性。假如有人找到一種快速因

數分解的演算法的話，那麼用RSA加密的訊息的可靠性就肯定會極度下降。今天只有短的

RSA鑰匙才可能被強力方式破解。 

  1994年彼得·秀爾（Peter Shor）提出量子質因數分解演算法，證明一台量子電腦可

以在多項式時間內進行因數分解。假如量子電腦有朝一日可以成為一種可行的技術的

話，那麼秀爾的演算法可以淘汰RSA和相關的衍生演算法（即依賴於分解大整數困難性的

加密演算法）。 

  以現代銀行及電子商務普遍使用的RSA，破解RSA將會使資訊化金流制度瓦解。幸慶

地直到2015年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可靠的攻擊RSA演算法的方式，至少真正的量子

電腦仍未被實做出來。只要其鑰匙的長度足夠長，用RSA加密的訊息實際上是不能被破解

的。（註：2013年5月，Google和NASA在加利福尼亞的量子人工智慧實驗室發行D-

Wave Two，非真正理論中的量子計算機，但利用了量子退火演算法） 

  RSA也可以用來為一個訊息署名。如下圖假如Host1想給Host2傳遞一個署名的訊息

的話，那麼Host1可以為她的訊息計算一個雜湊值，然後用她的金鑰(private key)加密這

個雜湊值並將這個「署名」加在訊息的後面。這個訊息只有用Host1的公鑰才能被解密。

Host2獲得這個訊息後可以用Host1的公鑰解密這個雜湊值，然後將這個資料與他自己為

這個訊息計算的雜湊值相比較。假如兩者相符的話，那麼他就可以知道發信人持有Host1

的金鑰，以及這個訊息在傳播路徑上沒有被篡改過。 

 

 

 

 

 

 

 

 

 

 

 

 

  比起DES和其它對稱演算法來說，RSA加解密要慢得多。實際上Host1一般使用一種

對稱演算法來加密他的資訊，然後用RSA來加密他的比較短的對稱金鑰給Host2，並用對

稱演算法加密的訊息或一連串對話送給Host2。用RSA「分配對稱金鑰」的過程可確保抵

擋中間人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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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美國國家標準研究院NIST SP800-57 2012年版，建議用戶RSA金鑰長度在

2011年起最小長度以2048位元為宜，如果要更安全可常換金鑰(有如經常更換通行密

碼一樣)，故SSL/TLS憑證效期最長為三年，此外則可使用更安全的演算法及金鑰長

度。以當時的推估，RSA 2048 位元的金鑰安全強度可以用到2030年，但隨著資訊科

技的發展，最小金鑰長度的使用期限會再下修。 

 

  OpenSSL是以Eric Young與Tim Hudson所寫的SSLeay為基礎之開放原始碼SSL/

TLS套件，主要功能為基本的傳輸層資料加密。在2012/3/14推出的1.0.1版本存在高

風險漏洞(漏洞編號：CVE-2014-0160)，漏洞與OpenSSL TLS/DTLS傳輸層安全協議

heartbeat擴充元件相關，因此又被稱為Heartbleed漏洞，該漏洞允許攻擊者從伺服

器記憶體中讀取最多64KB的資料，將造成記憶體內容外洩風險。 

  攻擊者利用該漏洞無需通過權限或身份驗證，即可讀取伺服器記憶體，竊取SSL/

TLS私密金鑰、Session cookie或使用者帳號密碼等機敏資訊。攻擊者可針對由

OpenSSL保護的網路通信進行解密、偽冒或進行中間人攻擊，以竊取E-mail、文件及

通訊內容等，進而入侵伺服器取得機敏資訊。竊取內容可能包含使用者帳號密碼、信

用卡卡號等交易資訊、企業內網機密資訊、伺服器之私密金鑰等。 

  為防止網站等系統遭受危害，請更新OpenSSL版本至1.0.1g以上。 為避免機關遭

駭客利用CVE-2014-0160漏洞而導致機敏資料外洩，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

務中心也建議各機關可透過更新OpenSSL版本、更新帳號密碼、重新產生伺服器私密

金鑰、更換新憑證等方式來降低弱點所帶來的風險。 

 

  目前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調查Broken 

Authentication and Session Management（失效的驗證與連線管理）是僅次SQL 

injection（注入攻擊）漏洞的最多網站弱點，甚至比Cross-Site Scripting（跨站腳本

攻擊）漏洞還來得多；現今，全球各大商務以及搜尋平台皆將SSL/TLS加密安全協定

列為必要之安全措施，且各項弱點掃描工具亦把無加密的登入服務列為必要修正的高

風險弱點。且各大弱點掃描工具亦視網站系統在登入帳密時若無採TLS加密則為弱點

必須修補，為修補此漏洞政府機關網站可向GCA網站([憑證申請]->[申請伺服器應用

軟體憑證])申請SSL/TLS憑證，並開啟TLS 1.1以上協定(請注意使用者瀏覽器是否有支

援TLS 1.1以上協定)。 

   

1. GRCA, http://grca.nat.gov.tw 
2. GCA, http://gca.nat.gov.tw 
3. 中華電信通用憑證管理中心, https://publicca.hinet.net 
4.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 
5.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https://www.icst.org.tw/ 
6. OpenSSL弱點說明, https://www.icst.org.tw/Heartbleed.aspx?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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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資訊的領域，與其它資訊領域的最大不同，在於所建立的圖資成本高於資訊硬

體設備與軟體系統的十餘倍或更多，所以空間資訊基礎環境的建置，即指地理圖資的建

立，具有所耗時間長、效益顯現慢等問題;面積較大之縣市，因所需經費龐大(數億元或

達十餘億)，如所建圖資為大比例尺，從開始建置圖資到完成，需耗十餘年之時間，以千

分之一地形圖為例，臺中市從 87 年開始建立至 100 年完成，臺中市的空間資訊基礎環

境始初步建立完成。 

  本市由 100 年至 104 年持續辦理地理資訊維護更新業務，已完成臺中市核心圖資更

新處理，如千分之一地形圖及重要而使用率最高之圖層如道路、建物、門牌、都市計

畫、重要地標、地籍圖轉換等圖層之維護更新作業及原縣轄區千分之一 CAD 地形圖之

整理與資料處理，以提供各需求使用單位最新資訊。地理圖資更新經費之使用必需在最

符合使用效益與使用成本之情況下進行，擇需優先進行更新之圖資項目辦理維護更新，

例如在重要圖層、地區、項目上之選擇，以可滿足最多數使用者之需求為基準。以此原

則，圖資維護更新表列如左： 

 

 

  為能更加瞭解本府維護之地理圖資(如門牌、道路、建物、都市計畫、重要地標、地

籍、正射影像、水系及區里界等)之維護成效，統計分述如下表： 

貳、建立臺中市空間資訊基礎環境               趙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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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多年來累積之維護更新經驗，其流程可分為各部門資料提供、圖層資料更新及

系統維護，如下圖所示： 

 

 

 

 

 

 

 

 

 

 

 

 

 

 

 

 

 

 

 

 

 

  大臺中地區 29 區門牌點位圖資目前已全部由各區戶政事務所更新，以集中式教育

訓練及經驗分享方式提高辦理門牌上線輔導作業效率。而針對房屋密度較低區域如和平

區，由於缺乏可供參考之地標或鄰近門牌以輔助標定門牌位置，可配置行動型 GPS 設備

協助進行門牌位置定位。 

  為掌握建物作業品質，於每階段作業過程均依自我檢核標準程序實施查核工作，並

經監驗單位品質查核後，方可更新至千分之一 GIS 圖層，最後匯入整體圖資，完成建物

圖層的更新。大臺中升格後，建物及道路等基礎圖資更新需求日益迫切，並以多種不同

方式評估建物分戶線測繪成本及效率、精度等，以最能符合精度及多目標效益要求，後

續再納入行政流程更新，以加速圖資維護速度及提高維護更新效益。 

  道路採取原市區現場施測更新，而於縣區通用版電子地圖再以最新版航照圖，細分

出建物區塊為建物棟(戶)及道路之更新，預計至 107 年可將原縣 21 區更新完成。 

地標利用網路 POI 資源及門牌資料庫開始檢測更新，部分有疑義再現場確認，以此建立

重要地標 GIS 圖層更新，並作自我品質檢核經監驗單位查驗並修正完成後更新於 GIS 圖

層。 

民政局
各戶所

（門牌）

一般性
維護

門牌
維護

新增&異
動&刪除

人力支援

清查比對

門牌維護更新

建設局
各區公所
（道路）

道路異動
踏勘

地面測量
&調查

道路維護更新

都發局
（建物）

建物異動
調查

地面測量
&調查

建物維護更新

都發局
（都市計畫

圖）

圖形&屬性
更新

人力支援

地政局
（地籍圖）

現有地籍
圖轉檔

改制前臺中縣
地籍圖轉檔

研考會
（地標）

都計圖維護更新 地籍圖維護更新 地標維護更新

疑義清查

檢測更新

自我檢核&監審審驗

空間資訊地圖系統 門牌空間資訊系統

各市政應用

門牌系統
功能擴充與升級

臺中市政府

合格

圖
資
更
新

系
統
維
護

不合格

資
料
提
供

維
護
更
新
程
序

門牌(文字)查詢系統
空間地圖帳號密碼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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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籍圖自 100 年度擴大為 29 區地籍圖轉檔(含全市各地政事務所)，102 年度先人工

轉檔解決可能問題所在，以建置全面性大臺中地籍圖成果，再擴大為自動化轉置目標，

並區分為兩階段式作業，以加速圖資更新速度，自 104 年起回歸由主管機關處理地籍接

圖轉換事宜後提供各機關使用。都市計畫圖於 101 年開始以全市範圍辦理，採取由主管

機關提供公告之都市計畫案資訊的方式更新。 

  依各核心圖層維護更新建議數量，辦理各年度維護數量參考，逐年編列足夠的

重測或修測經費配合市府市政建設需求，建構臺中市CAD(GIS)一致且完整圖層成

果，並需建立回饋機制以利本府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更新作業互相搭配周全。

100年度已將此圖資整併做為大臺中市施政建設及都市規劃所需的基礎圖資來源。於

103年度再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通用版電子地圖並再加值利用納入為重要底圖。 

 

  目前測繪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除了傳統測量外，可參考數種測繪科技可供選擇

參考，可依其特性及優點視需要納入並充實臺中GIS底圖內容;無人載具飛行器具備低

空高解度及低成本優點，已應用在勘災、小面積快速正射圖製作、小面積1/1000數

值地形測量。光達測繪車則具備高精度高解析度3D數據可達mm等級，已成功應用

在建物地形測繪及3D城市建模。街景攝影測量車，具備高精度高解析度3D數據可達

公寸等級，目前已應用於城市3D建模、道路普查台帳資訊建置及結合GIS系統360度

街景定位瀏覽。空中多鏡頭傾斜攝影則目前國內外皆有成熟設備可自動或半自動建

置3D數位城市模型。 

  於工程竣工圖或建物測量圖或地籍套繪圖所提供之圖資若能更符合內政部之地

形地物編碼及圖層標準，則後續編輯轉檔可更快處理及更精準，而在考量不增加圖

資提供單位太多額外成本下，建議可於相關法規上作適度之修改，或於工程招標文

件上明定應依標準規定交付所需資料。對於地形圖資更新維護作業之權責單位確定

後，可以要求相關單位，於一定週期內（例如每個月或每一季）通報道路新闢、擴

寬等工程及新增、拆除建物之統計資料，由權責單位彙整後可作為更新週期及地區

選擇之參考。除了內部單位通報及地形圖流通供應之外，並可加強民間單位使用地

形圖之回饋機制（例如：建築師、工程規劃及工程施工單位等），可針對地形圖與

現況不符異動區域內容回饋通報，並建立地形圖維護更新版本管理。 

  對各種圖資除以預算方式更新外，在公務流程上如能掌握其產生過程，有助於

更新各類圖資，如對「建物」更新來源之使用評估，有建管建物套繪圖、地政建物

圖等; 對「道路」更新來源之使用評估，如地政單位徵收後分割之道路圖、各中央及

地方單位開闢道路與巷道打通等；「地標」則可以自行更新或購買來源之差異使用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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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物圖層為建物區塊並無個別分棟(戶)及樓高結構等基本

資訊，因此為有效解決並提供較精密之建物檔案，並考量市政發展需求，以提高本

市地理資訊業務應用之更高附加價值，必需改變現有圖資更新模式，與通用版電子

圖合作，加速圖資更新，以解決轄區之圖資落差問題。  

 

  為提升圖資更新即時效益，必需透過資訊系統提供使用者查詢地圖資訊，資 

訊系統之圖資來源，除由市府自行產生外，可與互惠方式與多方策略聯盟以快速取

得圖資，並以各種圖資來源之年度底與年度中互相搭配提昇資料時效，並可透過近

年來地圖系統發展之介接技術，如介接Google公有雲、農航所航照WMS、內政部

TGOS、OSM、NLSC交通部交通流量等多種圖資來源，以充實系統資訊豐富化，依

不同族群需求提供不同服務，持續經營促銷並提昇系統服務，多方與使用者溝通，

以提昇使用者滿意度。 

了解基地台電磁波

 

  為什麼害怕「輻射」？是因輻射為聽不到、摸不著、聞不到、感受不到或對輻射不

了解，人類很容易對未知的事物感到害怕。輻射 (radiation) 是能量傳遞的一種方式，

依據能量不同可分為：  

1.游離輻射 ( ionizing radiation )：能量較強，使物質產生游離或激發作用，能破

壞細胞分子。  

2.非游離輻射 ( non-ionizing radiation )：與生物體之間的作用以熱效應及非熱效

應為主，其效應雖不足以破壞細胞分子，但對生物體是否有危害，目前尚無明確結

論。  

3.生活中提及的「輻射」，通常係指為游離輻射；而一般所說的「電磁波」，通常

係指為非游離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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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在電磁波管制方面，目前政府各部會對電磁波管理的權責分工如下： 

  1.原子能游離輻射主管機關為原子能委員會； 

2.非游離輻射則為：衛生福利部－非游離輻射對人體健康之對策、環保署－非游離

輻射對環境影響及監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管理、頻

道分配及證照核發、經濟部－電業設備(高壓輸配電線、變電所)及電器產品之管

理、勞動部－非游離輻射在職業場所對勞工影響之對策。 

 

  根據九十年元月十二曰環署空字 3219 號公告 (採納 ICNIRP 2000 國際非游離輻射

防護委員會)，我國現行「非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值如下表所示： 

  有關基地台設立後需接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監督，依上表 900MHz 行動基地台

應小於 0.45mW/cm2、1800MHz 應小於 0.9 mW/cm2、2000MHz 應小於 1.0 mW/

cm2，電信業者為避免基地台同頻干擾，均降低天線功率——實測值約為 0.0005 mW/

cm2 左右，為安全規範值的五千~一萬五千分之一。在使用手機上，如距基地台愈近，

手機發射功率愈低，對手機用戶有利。歐美電信學者訪台指出： 基地台愈密電磁波愈弱 

(民生報 2006-03-16) 

  依據美國 C95.1-2005 規範，基地臺到達附近區域的電訊強度必須小於 400 mW/

cm2，而一般基地臺為避免相鄰基地臺間相互干擾，均刻意降低天線功率。以國內基地

臺為例，在大樓屋頂所產生的電訊強度約僅 0.5 mW/cm2 左右，遠比安全規範之千分之

一還低。  

  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單位測量結果顯示，國內基地臺的最大電磁波輸出

功率密度值為 0.193 mW/cm2，遠低於美國的管制值 400 mW/cm2，因此國內基地臺

安全性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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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研究評議會該組織統計十七年來五百多種不同主題後表示，沒有明顯可

信的證據顯示基地臺的電磁波會對週遭居民造成傷害，當地居民罹患癌症比例、婦女

生產率、嬰兒成長狀況、學習能力與其他地區相較並無明顯差異。 

 

 

 

 

 

 

 

 

 

 參考資料來源： 

1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基地台電磁波宣導短片, ht tps ://www . youtube .c om/wat ch? v=2 c -
bCxaeJqw  

2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動通信電磁波網站, ht tp ://mem f.n c c . go v. tw/  

3 .  環境保護署－非游離輻射管制網, ht tp ://non ion ized .epa . go v. tw/  

 

 

※ XMPP（Extensible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又
稱 Jabber）：是一種以 XML 為基礎的開放式即時通訊協定，是經由網際網

路工程工作小組（IETF）通過的網際網路標準。XMPP 因為被 Google Talk 應用

而被廣大網友所接觸。網際網路工程工作小組（IETF）已經將 Jabber 的核心

XML 串流協定以 XMPP 之名，正式列為認可的即時通訊及 Presence 技術。而

XMPP 的技術規格已被定義在 RFC 3920 及 RFC 3921。任何 IM 供應商在遵循

XMPP 協定下，都可與 Google Talk 實作連線。XMPP 除了可用在即時通訊的應

用程式，還能用在網路管理、內容供稿、協同工具、檔案共享、遊戲、遠端系統

監控等。 

※ 深度封包檢測（Deep packet inspection，簡稱 DPI）： DPI 又

稱完全封包探測（complete packet inspection）與資訊萃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IX），在電腦網路技術中是指對網路上傳遞的資料進行偵測與處理的

一種技術。DPI 技術檢查資料檔案，並將非重要的線上檔案進行分類，同時，將

更為重要的檔案劃分到商業重要檔案。當 IP 封包、TCP 或 UDP 資料流通過基於

DPI 技術的頻寬管理系統時，該系統通過深入讀取 IP 包載荷的內容來對 OSI 七層

協定中的應用層資訊進行重組，從而得到整個應用程式的內容，然後按照系統定

義的管理策略對流量進行整形操作。(以上由劉佳姍提供 ) 

※ APCS ：亞太城市峰會( 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 簡稱 APCS )，是澳洲布里

斯本市議會發起的一項活動，旨在如何創造邁向更宜居和可永續發展的城市未來

的路線圖。在 1996 年第一次舉行，自 1999 年以來每兩年舉行一次，由布里斯本

市和獲得本活動主辦權的亞太地區城市輪流主辦。2015 第 10 屆亞太城市峰會和

市長論壇（2015APCS）於 2015 年 7 月 5~8 日在布里斯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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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LG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 簡稱 UCLG) ，係非營利性組

織，為世界最大之地方政府組織，也是唯一聯合城市

與國際協會並被聯合國承認之地方政府的國際組織。

總部設在巴塞羅那，旨在透過地方政府間之國際合作

交流，促進會員間友好合作及地方政府之國際外交關

係。 

※ UCLGASPAC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亞太分會，

簡稱 UCLGASPAC，2004 年於臺北召開成立大會，                                                                                                                                                                                                                                                  

是 UCLG 所屬 8 個分會中最大者，現有會員約

7,000 個以上。目前亞太分會秘書處設於印尼雅加

達。組織成立宗旨為積極建立一個全球合作及信息交

流平台，促使瞭解各國文化之差異與經濟發展。 

※ WCS ：世界城市峰會（World Cities Summit, 簡

稱 WCS），由新加坡於 2008 年發起，每 2 年舉辦

1 次，旨在建立城市間國際合作關係，以共同面對冝

居及永續城市挑戰整合解決方案之分享平台。第 6

屆 WCS 於 2015 年 6 月 8~10 日在美國紐約舉辦。

(以上由陳榮州提供 ) 

※ Flash Memory ：快閃記憶體，是一種電子清除

式可程式唯讀記憶體的形式，允許在操作中被多次擦

或寫的記憶體。這種科技主要用於一般性資料儲存，

以及在電腦與其他數位產品間交換傳輸資料，如記憶

卡與隨身碟。快閃記憶體是一種特殊的、以大區塊抹

寫的 EEPROM。早期的快閃記憶體進行一次抹除掉

就會清除掉整顆晶片上的資料。快閃記憶體的成本遠

較可以位元組為單位寫入的 EEPROM 來的低，也因

此成為非揮發性固態儲存最重要也最廣為採納的技

術。像是 PDA, 筆記型電腦, 數位隨身聽, 數位相機與

手機上均可見到快閃記憶體。 

※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是一

種由道格拉斯·克羅克福特構想設計、輕量級的資料

交換語言，以文字為基礎，且易於讓人閱讀。儘管

JSON 是 Javascript 的一個子集，但 JSON 是獨立於

語言的文字格式，並且採用了類似於 C 語言家族的

一些習慣。JSON 可以透過特定的格式去儲存任何資

料(字串,數字,陣列,物件)，也可以透過物件或陣列來

傳送較複雜的資料。一旦建立了 JSON 資料，就可以

非常簡單的跟其他程式溝通或交換資料。 

※ IOC(Intelligence Operation Center)：智慧營運中

心係為整合智慧能源、智慧建築、智慧交通、智慧物流

與流通、智慧醫療、智慧防救災、…等應用服務，提供

城市運轉所需之全局即時資訊、資源調度、緊急事件處

理、歷史資訊、關鍵績效指標(KPI)監控、分析預測和決

策等服務。智慧營運中心為城市管理的整合服務，具備

系統整合的標準化整合介面與機制、雲端 PaaS 元件及

系統服務 SDK 或 API，其他服務應用系統可透過系統之

各項介面連結智慧營運中心，以提供多元的智慧城市服

務。智慧營運中心結合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提供城市管

控與流程、城市資源管理之營運決策、緊急事件之輔助

應變決策、事件預警及建議處理決策等功能。並建構訊

息溝通平台，城市管理者與市民溝通通路，事件訊息透

明、共享、發佈，讓政府效率提升、市民有感。 

※ 三角點（又稱作三角網測站、三角測高柱、三角
測量站、三角測量點、標高柱或測量墩等）：為繪

製地形圖的三角測量基準點。一般會設置在一地區中視

野範圍較大的地點 (多為山峰頂)，狹義的三角點由測量

範圍的大到小可分為一等三角點、二等三角點、三等三

角點和四等三角點。一等三角點的半徑常達到數十公

里。一、二等三角測量多用於大地測量及相關科學研究

之用，三、四等三角點較多用於土地測量或工程式控制

制。廣義來說，四種三角點之外的各種「土地測量標

石」，如天文點、土地測量點都可算作三角點。(盧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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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暨編輯顧問：黃惠敏   

編輯委員：賴正川、劉碧惠、張碧顯 

編輯小組：陳育如、盧健、彭彥穎、陳凱 

地址：臺中市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文心樓 6 樓 

電話：（04）22289111 分機 22305 

傳真：（04）22598658 

投稿 E-mail ： 

    m81216@taichung.gov.tw  

歷來電子報：至 www.im.taichung.gov.tw 

並點選左下的「資訊前瞻與趨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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