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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治理電子治理電子治理電子治理(e(e(e(e----Governance)Governance)Governance)Governance)

•流程改迼

•創新便民
•法規

•職掌

•網路民意

•公民參與
•公開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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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政府服務理念電子化政府服務理念電子化政府服務理念電子化政府服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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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參與網路參與網路參與網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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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及網路公開討論 網路共筆 實體及網路徵詢



網路溝通與優化施政的三支箭網路溝通與優化施政的三支箭網路溝通與優化施政的三支箭網路溝通與優化施政的三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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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完整政府提供完整政府提供完整政府提供完整（（（（動態而即時動態而即時動態而即時動態而即時））））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雙雙雙雙管道管道管道管道：：：：網站與網站與網站與網站與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

1.1.1.1.觀念溝通觀念溝通觀念溝通觀念溝通

2.2.2.2.行動行動行動行動落實落實落實落實

政政 政政
府府 府府

民民 民民
眾眾 眾眾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適當適當適當適當政策政策政策政策方案方案方案方案，，，，建置對應之建置對應之建置對應之建置對應之網路網路網路網路
擴大擴大擴大擴大推動推動推動推動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透過網路蒐集透過網路蒐集透過網路蒐集透過網路蒐集、、、、分析及回應分析及回應分析及回應分析及回應民眾對政策民眾對政策民眾對政策民眾對政策
之之之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與推動意見與推動意見與推動意見與推動意見

以以以以crowdcrowdcrowdcrowd----sourcingsourcingsourcingsourcing方式結合民間方式結合民間方式結合民間方式結合民間力量力量力量力量，，，，
提供政府解決提供政府解決提供政府解決提供政府解決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之創意之創意之創意之創意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大大大大數據分析優化數據分析優化數據分析優化數據分析優化政府施政政府施政政府施政政府施政3.3.3.3.前前前前瞻瞻瞻瞻施政施政施政施政

1a1a1a1a

1b1b1b1b

2222aaaa

2222bbbb

收集收集收集收集大大大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創意數據分析的應用創意數據分析的應用創意數據分析的應用創意



開放政府方程式開放政府方程式開放政府方程式開放政府方程式

資訊透明資訊透明資訊透明資訊透明
Transparency 服務效率服務效率服務效率服務效率/

效能效能效能效能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公民參與公民參與公民參與公民參與
Participation

民主課責民主課責民主課責民主課責
Accountability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Open Government Data Conference 2012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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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從從「「「「近用近用近用近用」」」」到到到到「「「「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邁向邁向邁向邁向「「「「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促進民主治理與開透明有責

•滿足人民「知」的權利規範，「近用
（Access）」資訊

政府資訊公開政府資訊公開政府資訊公開政府資訊公開
（（（（Freedom of Freedom of Freedom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

•資料提供與利用之透明與移除競爭障礙（Make 
Available）

•規範資訊於「經濟面」的再利用，資訊以原型
（As-Is）呈現

公部門資訊再利用公部門資訊再利用公部門資訊再利用公部門資訊再利用

（（（（ReReReRe----use of Public use of Public use of Public use of Public 
Sector Sector Sector Sector 

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

•促進民主治理，與促進創新研發

•任何利於再利用方式（例：機械可判讀格式、
任何人、得以商業化非商業之方式、儘量以免
費或必要成本方式收取費用）

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料開放（（（（OpenOpenOpenOpen
Government DataGovernment DataGovernment DataGovernm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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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應用政府資料開放應用政府資料開放應用政府資料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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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生活應用生活應用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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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環境居住環境居住環境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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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民間協作民間協作民間協作民間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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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資料加值應用氣象資料加值應用氣象資料加值應用氣象資料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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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應用案例更多應用案例更多應用案例更多應用案例



多元供需媒合多元供需媒合多元供需媒合多元供需媒合 擴大資料開放擴大資料開放擴大資料開放擴大資料開放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互動專區互動專區互動專區互動專區

國發會媒合國發會媒合國發會媒合國發會媒合

�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103103103103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政府日政府日政府日政府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開放平臺已開放平臺已開放平臺已開放平臺已開放開放開放開放3,3773,3773,3773,377筆筆筆筆，，，，含含含含
地方自建共開放達地方自建共開放達地方自建共開放達地方自建共開放達4,4284,4284,4284,428筆筆筆筆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集集集集，，，，年成長率達年成長率達年成長率達年成長率達157%157%157%157%

� 開放民間關切資料開放民間關切資料開放民間關切資料開放民間關切資料，，，，例例例例

如如如如::::eTageTageTageTag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就醫就醫就醫就醫
用藥資料用藥資料用藥資料用藥資料、、、、燃料價燃料價燃料價燃料價
格等格等格等格等

� OKFNOKFNOKFNOKFN辦理資料辦理資料辦理資料辦理資料開放評比開放評比開放評比開放評比(Open (Open (Open (Open 
Data Index)Data Index)Data Index)Data Index)，，，，我國我國我國我國1021021021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6363636名名名名，，，，103103103103年年年年即即即即大幅成長大幅成長大幅成長大幅成長
到全球第到全球第到全球第到全球第11111111名名名名，，，，領先領先領先領先亞亞亞亞
洲各國洲各國洲各國洲各國

評比機構：OKFN 開放知識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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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蒐集民間經濟部蒐集民間經濟部蒐集民間經濟部蒐集民間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TCA/Open Data(TCA/Open Data(TCA/Open Data(TCA/Open Data聯盟聯盟聯盟聯盟))))



主題式推動開放資料主題式推動開放資料主題式推動開放資料主題式推動開放資料

※ ※ ※ ※ 標示說明標示說明標示說明標示說明
一一一一、、、、字體顏色字體顏色字體顏色字體顏色：：：：1.1.1.1.紅字紅字紅字紅字////已蒐集與歸納之產業需求已蒐集與歸納之產業需求已蒐集與歸納之產業需求已蒐集與歸納之產業需求。。。。2.2.2.2.黑字黑字黑字黑字////未來持續蒐集之資料需求未來持續蒐集之資料需求未來持續蒐集之資料需求未來持續蒐集之資料需求。。。。
二二二二、、、、底色底色底色底色：：：： 黃底黃底黃底黃底((((黃色區塊黃色區塊黃色區塊黃色區塊))))////已辦理重點座談會討論資料需求已辦理重點座談會討論資料需求已辦理重點座談會討論資料需求已辦理重點座談會討論資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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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toBtoBtoB

toCtoCtoCtoC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防災防災防災防災

連鎖展店連鎖展店連鎖展店連鎖展店 物流運籌物流運籌物流運籌物流運籌

金融投資金融投資金融投資金融投資地理空間地理空間地理空間地理空間

批發零售批發零售批發零售批發零售

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

會展會展會展會展

環境氣候環境氣候環境氣候環境氣候

警政警政警政警政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就醫用藥就醫用藥就醫用藥就醫用藥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通訊傳播通訊傳播通訊傳播通訊傳播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食品安全

民生民生民生民生

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科學技術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觀光觀光觀光觀光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消費性消費性消費性消費性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

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公
共

公
共

公
共

公
共
利
益

利
益

利
益

利
益
價
值
高

價
值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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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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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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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發展發展發展展店戰略評估展店戰略評估展店戰略評估展店戰略評估－－－－三三三三商行商行商行商行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 開店選址作業開店選址作業開店選址作業開店選址作業不當不當不當不當，，，，單店單店單店單店損失損失損失損失達達達達55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 開店評估因素眾多且資料繁雜開店評估因素眾多且資料繁雜開店評估因素眾多且資料繁雜開店評估因素眾多且資料繁雜，，，，如交通流量如交通流量如交通流量如交通流量、、、、人口組成人口組成人口組成人口組成、、、、競爭店等競爭店等競爭店等競爭店等

� 計畫價值計畫價值計畫價值計畫價值

� 降低開店評估時間降低開店評估時間降低開店評估時間降低開店評估時間，，，，從過去平均從過去平均從過去平均從過去平均22天到現在天到現在天到現在天到現在10天天天天，，，，縮減縮減縮減縮減55%展店評估時間展店評估時間展店評估時間展店評估時間

� 新展店新展店新展店新展店營業額提升營業額提升營業額提升營業額提升6.22%，，，，每年為每年為每年為每年為三商行增加產值三商行增加產值三商行增加產值三商行增加產值2,000萬萬萬萬元元元元

�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三商選址服務網三商選址服務網三商選址服務網三商選址服務網」」」」提供民眾開店綜合資訊提供民眾開店綜合資訊提供民眾開店綜合資訊提供民眾開店綜合資訊（（（（財稅規定及消防法規等法令財稅規定及消防法規等法令財稅規定及消防法規等法令財稅規定及消防法規等法令
規章規章規章規章），），），），可普及民眾開店知識可普及民眾開店知識可普及民眾開店知識可普及民眾開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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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商家分布資料人口商家分布資料人口商家分布資料人口商家分布資料
天氣天氣天氣天氣地理位置資料地理位置資料地理位置資料地理位置資料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21212121項項項項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

廠商加值廠商加值廠商加值廠商加值
擷取擷取擷取擷取////清點清點清點清點////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運算運算運算運算////套疊套疊套疊套疊

開店選開店選開店選開店選址加值址加值址加值址加值
產生龐大經濟效益
提高餐飲服務營運績效
提升經營成功機會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不動產實價不動產實價不動產實價不動產實價登錄登錄登錄登錄////
全國村里界圖全國村里界圖全國村里界圖全國村里界圖
氣象局雨量站觀測資料氣象局雨量站觀測資料氣象局雨量站觀測資料氣象局雨量站觀測資料
教育部校教育部校教育部校教育部校院名院名院名院名錄錄錄錄
衛福部醫院基本資料衛福部醫院基本資料衛福部醫院基本資料衛福部醫院基本資料
農委會美食資訊農委會美食資訊農委會美食資訊農委會美食資訊
經濟部市集經濟部市集經濟部市集經濟部市集
文化部博物館文化部博物館文化部博物館文化部博物館////文化文化文化文化館館館館…………
三商行營業資料三商行營業資料三商行營業資料三商行營業資料

增加經營成功機會增加經營成功機會增加經營成功機會增加經營成功機會與與與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視覺化視覺化視覺化視覺化
圖像分析圖像分析圖像分析圖像分析

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
開店建議開店建議開店建議開店建議

商圈分析商圈分析商圈分析商圈分析

人流分析人流分析人流分析人流分析

營業額評估分析營業額評估分析營業額評估分析營業額評估分析

競爭競爭競爭競爭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開開開開店選址店選址店選址店選址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跨業跨業跨業跨業整合整合整合整合防災新模式防災新模式防災新模式防災新模式-環環環環興興興興科技科技科技科技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 企業與民眾不瞭解所在地是否具企業與民眾不瞭解所在地是否具企業與民眾不瞭解所在地是否具企業與民眾不瞭解所在地是否具潛在淹水風險潛在淹水風險潛在淹水風險潛在淹水風險，，，，是否需加入保險是否需加入保險是否需加入保險是否需加入保險

� 民間保全業者無法掌握精確水情資訊民間保全業者無法掌握精確水情資訊民間保全業者無法掌握精確水情資訊民間保全業者無法掌握精確水情資訊，，，，僅能依歷史紀錄規劃巡檢人力與裝備配僅能依歷史紀錄規劃巡檢人力與裝備配僅能依歷史紀錄規劃巡檢人力與裝備配僅能依歷史紀錄規劃巡檢人力與裝備配
置置置置，，，，導致導致導致導致颱風颱風颱風颱風、、、、豪大雨時之人力豪大雨時之人力豪大雨時之人力豪大雨時之人力、、、、裝備調度成本過高裝備調度成本過高裝備調度成本過高裝備調度成本過高

� 計畫價值計畫價值計畫價值計畫價值

� 協助國泰產險開發協助國泰產險開發協助國泰產險開發協助國泰產險開發高淹水風險地區之新客戶達高淹水風險地區之新客戶達高淹水風險地區之新客戶達高淹水風險地區之新客戶達55戶戶戶戶，，，，並協助產險業者獲得並協助產險業者獲得並協助產險業者獲得並協助產險業者獲得1億億億億
元保單元保單元保單元保單

� 協助新光保全掌握協助新光保全掌握協助新光保全掌握協助新光保全掌握客戶端客戶端客戶端客戶端6小時內的安全燈號與淹水預警提醒訊號小時內的安全燈號與淹水預警提醒訊號小時內的安全燈號與淹水預警提醒訊號小時內的安全燈號與淹水預警提醒訊號，，，，即時調整即時調整即時調整即時調整
巡檢行程巡檢行程巡檢行程巡檢行程，，，，降低保全設備損失金額達降低保全設備損失金額達降低保全設備損失金額達降低保全設備損失金額達825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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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災智慧防災智慧防災智慧防災，，，，建構產險保全創新模式建構產險保全創新模式建構產險保全創新模式建構產險保全創新模式

天然災害各項影天然災害各項影天然災害各項影天然災害各項影
響因子響因子響因子響因子

淹水區域保險評淹水區域保險評淹水區域保險評淹水區域保險評
估估估估基準基準基準基準

颱風豪大雨調整颱風豪大雨調整颱風豪大雨調整颱風豪大雨調整
巡檢設備調度巡檢設備調度巡檢設備調度巡檢設備調度

災害潛勢資料災害潛勢資料災害潛勢資料災害潛勢資料
地理圖資資料地理圖資資料地理圖資資料地理圖資資料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5555項項項項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

廠商加值廠商加值廠商加值廠商加值
擷取擷取擷取擷取////清點清點清點清點////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運算運算運算運算////套疊套疊套疊套疊

整合防災資訊整合防災資訊整合防災資訊整合防災資訊

即時預警提醒即時預警提醒即時預警提醒即時預警提醒

創新產險服務商品
經由評估防範高風險區域
提升所在區安心品質

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自動自動自動自動雨量站雨量站雨量站雨量站----雨雨雨雨
量觀測資料量觀測資料量觀測資料量觀測資料
水利水利水利水利署署署署////水利水利水利水利防災防災防災防災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淹水淹水淹水淹水警戒警戒警戒警戒資訊資訊資訊資訊、、、、即時即時即時即時雨雨雨雨
量量量量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災害災害災害災害潛勢地圖潛勢地圖潛勢地圖潛勢地圖

巡檢巡檢巡檢巡檢單位於非常時期單位於非常時期單位於非常時期單位於非常時期，，，，即即即即
時調整行程與人力時調整行程與人力時調整行程與人力時調整行程與人力，，，，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時抵達與協助時抵達與協助時抵達與協助時抵達與協助應變應變應變應變。。。。

開發潛在產險開發潛在產險開發潛在產險開發潛在產險////保險類型保險類型保險類型保險類型
需求之加需求之加需求之加需求之加值圖集與創新顧值圖集與創新顧值圖集與創新顧值圖集與創新顧
問服務問服務問服務問服務，，，，提升企業提升企業提升企業提升企業競爭力競爭力競爭力競爭力。。。。



航運搜尋引擎航運搜尋引擎航運搜尋引擎航運搜尋引擎-博連博連博連博連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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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航行整合航行整合航行整合航行海象海象海象海象氣氣氣氣
候及船舶候及船舶候及船舶候及船舶狀態即狀態即狀態即狀態即
時時時時動態動態動態動態

連結透通航連結透通航連結透通航連結透通航線載線載線載線載
運運運運量量量量

船班到港及清關船班到港及清關船班到港及清關船班到港及清關
預報機制預報機制預報機制預報機制

美美美美、、、、大陸資料大陸資料大陸資料大陸資料
交通運輸航運資料交通運輸航運資料交通運輸航運資料交通運輸航運資料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12121212項項項項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

廠商加值廠商加值廠商加值廠商加值
擷取擷取擷取擷取////清點清點清點清點////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運算運算運算運算////套疊套疊套疊套疊

國際物流國際物流國際物流國際物流多重多重多重多重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運籌運籌運籌運籌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產生效益產生效益產生效益產生效益
提升物流作業排程效率提升物流作業排程效率提升物流作業排程效率提升物流作業排程效率

•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海面天氣預報海面天氣預報海面天氣預報海面天氣預報
•高雄航港局高雄航港局高雄航港局高雄航港局////高雄港進出港高雄港進出港高雄港進出港高雄港進出港
船舶艘次船舶艘次船舶艘次船舶艘次
•基隆航港局基隆航港局基隆航港局基隆航港局////基隆港務分公基隆港務分公基隆港務分公基隆港務分公
司營運實績司營運實績司營運實績司營運實績
•關務署關務署關務署關務署////海關進出口貿易統海關進出口貿易統海關進出口貿易統海關進出口貿易統
計計計計
•美國商務部美國商務部美國商務部美國商務部/Top /Top /Top /Top U.S. U.S. U.S. U.S. 
Trade PartnersTrade PartnersTrade PartnersTrade Partners
•上海港務局上海港務局上海港務局上海港務局////國際港口訊息國際港口訊息國際港口訊息國際港口訊息

整合國內外資料整合國內外資料整合國內外資料整合國內外資料，，，，首創航運搜尋引擎首創航運搜尋引擎首創航運搜尋引擎首創航運搜尋引擎

協助客戶資訊透通協助客戶資訊透通協助客戶資訊透通協助客戶資訊透通，，，，縮縮縮縮
短時間短時間短時間短時間、、、、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提升提升提升提升自自自自
由經濟示範區智慧由經濟示範區智慧由經濟示範區智慧由經濟示範區智慧運籌運籌運籌運籌

航線載運航線載運航線載運航線載運
量彙整量彙整量彙整量彙整資資資資
料模組料模組料模組料模組

一站式查一站式查一站式查一站式查
詢船舶詢船舶詢船舶詢船舶資資資資
訊訊訊訊、、、、到到到到港港港港
預報等預報等預報等預報等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 船務代理業船務代理業船務代理業船務代理業、、、、承攬業承攬業承攬業承攬業、、、、倉儲業等供應鏈端各有需求倉儲業等供應鏈端各有需求倉儲業等供應鏈端各有需求倉儲業等供應鏈端各有需求，，，，僅有貨主較能掌握發貨僅有貨主較能掌握發貨僅有貨主較能掌握發貨僅有貨主較能掌握發貨
端端端端完整資訊完整資訊完整資訊完整資訊。。。。

� 計畫價值計畫價值計畫價值計畫價值
–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首創航運資訊整合平台首創航運資訊整合平台首創航運資訊整合平台首創航運資訊整合平台，，，，船舶航班船舶航班船舶航班船舶航班、、、、船期船期船期船期、、、、動態等資訊完整透明呈現動態等資訊完整透明呈現動態等資訊完整透明呈現動態等資訊完整透明呈現，，，，
並申請並申請並申請並申請1111件新型專利件新型專利件新型專利件新型專利

– 有效協助客戶加速物流作業效率有效協助客戶加速物流作業效率有效協助客戶加速物流作業效率有效協助客戶加速物流作業效率，，，，貨單排程自貨單排程自貨單排程自貨單排程自3333小時縮短成小時縮短成小時縮短成小時縮短成1111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貨況追蹤貨況追蹤貨況追蹤貨況追蹤
時間由時間由時間由時間由15151515分鐘縮短成分鐘縮短成分鐘縮短成分鐘縮短成3333分鐘分鐘分鐘分鐘，，，，清關之放行時間縮短達清關之放行時間縮短達清關之放行時間縮短達清關之放行時間縮短達30.7%30.7%30.7%30.7%

– 成功開拓成功開拓成功開拓成功開拓7777家新客戶家新客戶家新客戶家新客戶，，，，創造創造創造創造200200200200萬元營收萬元營收萬元營收萬元營收，，，，並藉此平台並藉此平台並藉此平台並藉此平台協助客戶獲得長達協助客戶獲得長達協助客戶獲得長達協助客戶獲得長達6666年年年年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1111億之運送合約億之運送合約億之運送合約億之運送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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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教育部 經濟部 勞動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主計總處 原住民族委員會 交通部 內政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中央銀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外交部 財政部 客家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文化部 法務部 僑務委員會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蒙藏委員會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其他公營事業、法人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中央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諮議會 國防部 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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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部會資料開放情形行政院及部會資料開放情形行政院及部會資料開放情形行政院及部會資料開放情形

�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

1111
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2222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3333

22221111 3333



地方政府資料開放情形地方政府資料開放情形地方政府資料開放情形地方政府資料開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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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數量資料集數量資料集數量資料集數量

::::已推動資料開放已推動資料開放已推動資料開放已推動資料開放::::新竹市籌備中新竹市籌備中新竹市籌備中新竹市籌備中((((預計預計預計預計2222月底開放月底開放月底開放月底開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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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至103年

104年至105年

105年至106年

深化期深化期深化期深化期

推廣期推廣期推廣期推廣期

建置期建置期建置期建置期

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發展階發展階發展階發展階段段段段



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作法與機制作法與機制作法與機制作法與機制

� 擴大推動資料開放，加速關鍵資料釋出

� 建立分級審查制度，落實資料活化應用

� 推動法規鬆綁，健全資料開放法制環境

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

� 擴大資料開放

� 確立資料分級原則

� 全面啟動資料盤點

� 建立資料收費原則

� 資料開放法規鬆綁

� 建立資料開放諮詢機制

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

推動機制推動機制推動機制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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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開放諮詢建立開放諮詢建立開放諮詢建立開放諮詢制度制度制度制度，，，，落實資料活化落實資料活化落實資料活化落實資料活化應用應用應用應用(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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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

內政 財政 教育 衛福 經濟 交通 其他

部會

依各部會業務範圍推動資料分級諮詢

所屬機關依據分級結果提供開放資料

召開會議以擬定政策及檢視整體推動成效

行政院資訊長

�規劃結合資訊長二級制設置及運作機制，由行政院及各

中央二級機關資訊長分別召集及推動資料開放諮詢機制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部會資訊長
法規單位
資訊單位
主計單位
各業務單位
業務領域代表
公協會代表
專家學者代表
社群代表

會議成員會議成員會議成員會議成員
行政院資訊長

法務部、經濟部

財政部、國發會

公協會及社群代表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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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盤點資料集盤點資料集盤點資料集盤點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資料庫盤點資料庫盤點資料庫盤點資料庫盤點

資料集審查資料集審查資料集審查資料集審查

外部外部外部外部
專家專家專家專家

內部內部內部內部
專專專專家家家家

� 擬定部會及所擬定部會及所擬定部會及所擬定部會及所屬屬屬屬資料開放行動資料開放行動資料開放行動資料開放行動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強化強化強化強化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質質質質與量與量與量與量、、、、建立推廣建立推廣建立推廣建立推廣與與與與績績績績效效效效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盤點盤點盤點盤點、、、、分分分分級級級級、、、、開放期程開放期程開放期程開放期程、、、、收收收收費標準費標準費標準費標準

初初初初步步步步盤點清單盤點清單盤點清單盤點清單：：：：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11111111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盤盤盤盤點點點點頻率頻率頻率頻率：：：：每季每季每季每季

完整盤點清單完整盤點清單完整盤點清單完整盤點清單：：：：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12121212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盤點頻率盤點頻率盤點頻率盤點頻率：：：：每每每每季季季季

審查結果公告審查結果公告審查結果公告審查結果公告：：：：
104104104104年第年第年第年第1111季季季季
審查頻率審查頻率審查頻率審查頻率：：：：每季每季每季每季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部部部部門門門門

預計開放資料集預計開放資料集預計開放資料集預計開放資料集

通通通通
過過過過

建立開放諮詢制度建立開放諮詢制度建立開放諮詢制度建立開放諮詢制度，，，，落實資料活化應用落實資料活化應用落實資料活化應用落實資料活化應用(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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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法制協調平臺資料開放法制協調平臺資料開放法制協調平臺資料開放法制協調平臺

法規主管機關法規主管機關法規主管機關法規主管機關 法規鬆綁需求機關法規鬆綁需求機關法規鬆綁需求機關法規鬆綁需求機關

部會自管法規部會自管法規部會自管法規部會自管法規

� 部會主管法規者，請主管部會配合資料開放原則，研修鬆綁法

規限制。

� 跨部會法規者，由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平臺協調處理。

主動研議修正
定期回報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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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政府預算強化政府預算強化政府預算強化政府預算、、、、政府支出及統計資料政府支出及統計資料政府支出及統計資料政府支出及統計資料



觀察與檢討觀察與檢討觀察與檢討觀察與檢討

� 政府主動釋出資料政府主動釋出資料政府主動釋出資料政府主動釋出資料

� 目前釋出資料限於目前釋出資料限於目前釋出資料限於目前釋出資料限於「「「「三顆星三顆星三顆星三顆星」（」（」（」（含含含含））））以上之開放格式檔案以上之開放格式檔案以上之開放格式檔案以上之開放格式檔案，，，，但專屬但專屬但專屬但專屬
格式檔案之資料亦有開放價值格式檔案之資料亦有開放價值格式檔案之資料亦有開放價值格式檔案之資料亦有開放價值

� 機關對開放之認知有待補強機關對開放之認知有待補強機關對開放之認知有待補強機關對開放之認知有待補強，，，，並應避免附加額外之開放條件並應避免附加額外之開放條件並應避免附加額外之開放條件並應避免附加額外之開放條件

� 民間需求資料民間需求資料民間需求資料民間需求資料

� 對民間需求理由未能完全掌握對民間需求理由未能完全掌握對民間需求理由未能完全掌握對民間需求理由未能完全掌握，，，，開放資料不能滿足應用需求開放資料不能滿足應用需求開放資料不能滿足應用需求開放資料不能滿足應用需求

� 已請民間研提需求時說明資料應用構想

� 機關未能建立內部開放資料審議機制機關未能建立內部開放資料審議機制機關未能建立內部開放資料審議機制機關未能建立內部開放資料審議機制，，，，回應時間過長回應時間過長回應時間過長回應時間過長，，，，且回應理由且回應理由且回應理由且回應理由
時有牽強時有牽強時有牽強時有牽強

� 應用可再深化應用可再深化應用可再深化應用可再深化

� 產業應用主題產業應用主題產業應用主題產業應用主題、、、、ODAODAODAODA成員屬性之專業深度均有加強空間成員屬性之專業深度均有加強空間成員屬性之專業深度均有加強空間成員屬性之專業深度均有加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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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未能開放原因資料未能開放原因資料未能開放原因資料未能開放原因

�涉及公務機密涉及公務機密涉及公務機密涉及公務機密、、、、營業秘密或個人隱私營業秘密或個人隱私營業秘密或個人隱私營業秘密或個人隱私

�分屬不同目的主管機關管理分屬不同目的主管機關管理分屬不同目的主管機關管理分屬不同目的主管機關管理

�影響外界觀感或尚無開放規劃影響外界觀感或尚無開放規劃影響外界觀感或尚無開放規劃影響外界觀感或尚無開放規劃

�開放造成高系統負載開放造成高系統負載開放造成高系統負載開放造成高系統負載（（（（例如即時性資料例如即時性資料例如即時性資料例如即時性資料））））

�尚未系統化尚未系統化尚未系統化尚未系統化

�現行規定索取資料需收費現行規定索取資料需收費現行規定索取資料需收費現行規定索取資料需收費（（（（部會需檢討收費法規部會需檢討收費法規部會需檢討收費法規部會需檢討收費法規））））

�業務無蒐集業務無蒐集業務無蒐集業務無蒐集

�資料尚未完備資料尚未完備資料尚未完備資料尚未完備

�非行政院權責非行政院權責非行政院權責非行政院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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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社會參與擴大社會參與擴大社會參與擴大社會參與

�擴大社群參與擴大社群參與擴大社群參與擴大社群參與，，，，請社群研提各類推廣與加值請社群研提各類推廣與加值請社群研提各類推廣與加值請社群研提各類推廣與加值
之創意構想之創意構想之創意構想之創意構想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授權各界自由應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授權各界自由應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授權各界自由應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授權各界自由應用

�邀集專業社會團體參與邀集專業社會團體參與邀集專業社會團體參與邀集專業社會團體參與（（（（如環保如環保如環保如環保、、、、消費者等消費者等消費者等消費者等
），），），），結合原有資訊技術導向之社群結合原有資訊技術導向之社群結合原有資訊技術導向之社群結合原有資訊技術導向之社群，，，，合作落合作落合作落合作落
實開發具有深度之應用實開發具有深度之應用實開發具有深度之應用實開發具有深度之應用
� 各機關配合研提社會團體建議名單各機關配合研提社會團體建議名單各機關配合研提社會團體建議名單各機關配合研提社會團體建議名單

� 協調協調協調協調社群擴大專業性成員社群擴大專業性成員社群擴大專業性成員社群擴大專業性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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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法治與政策基礎發展法治與政策基礎發展法治與政策基礎發展法治與政策基礎

�累積近期資料開放法規檢討之個案經驗累積近期資料開放法規檢討之個案經驗累積近期資料開放法規檢討之個案經驗累積近期資料開放法規檢討之個案經驗，，，，研研研研
議長遠之立法方向議長遠之立法方向議長遠之立法方向議長遠之立法方向

�於於於於「「「「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中納入開中納入開中納入開中納入開
放資料應用策略放資料應用策略放資料應用策略放資料應用策略

�發展政府資料發展政府資料發展政府資料發展政府資料、、、、企業企業企業企業資料以及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融合資料融合資料融合資料融合
混搭之技術與應用混搭之技術與應用混搭之技術與應用混搭之技術與應用，，，，優化資料加值應用效率優化資料加值應用效率優化資料加值應用效率優化資料加值應用效率
，，，，加速資料加值應用創新加速資料加值應用創新加速資料加值應用創新加速資料加值應用創新

31



32



33

XML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一種標記式語言一種標記式語言一種標記式語言一種標記式語言，，，，電腦容易解析電腦容易解析電腦容易解析電腦容易解析

�格式範例格式範例格式範例格式範例：：：：

2015/03/16



�一種輕量級的資料交換語言一種輕量級的資料交換語言一種輕量級的資料交換語言一種輕量級的資料交換語言

�以文字為基礎以文字為基礎以文字為基礎以文字為基礎，，，，易於讓人閱讀易於讓人閱讀易於讓人閱讀易於讓人閱讀

�格式範例格式範例格式範例格式範例：：：：

[{"SiteName":"蘭嶼蘭嶼蘭嶼蘭嶼

","SiteEngName":"Lanyu","County":"臺東縣臺東縣臺東縣臺東縣

","TownShip":"蘭嶼鄉蘭嶼鄉蘭嶼鄉蘭嶼鄉","SiteAddress":"台東縣蘭嶼台東縣蘭嶼台東縣蘭嶼台東縣蘭嶼

鄉紅頭村鄉紅頭村鄉紅頭村鄉紅頭村2號號號號

","TWD97Lon":"121.5583420000","TWD97Lat":"22.

0369330000","PublishAgency":"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34

Json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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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ful

�含狀態傳輸的含狀態傳輸的含狀態傳輸的含狀態傳輸的Web服務服務服務服務(Restful Web API)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HTTP協定協定協定協定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紫外線監測站紫外線監測站紫外線監測站紫外線監測站
http://opendata.epa.gov.tw/Data/Contents/UVSite/

河川水質測點河川水質測點河川水質測點河川水質測點
http://opendata.epa.gov.tw/Data/Contents/WQX/

輸出輸出輸出輸出json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http://opendata.epa.gov.tw/ws/Data/WQX/?$orderby=SiteNa

me&$skip=0&$top=1000&format=json

單一資源有獨立的單一資源有獨立的單一資源有獨立的單一資源有獨立的URIURIURIURI可以識別可以識別可以識別可以識別

2015/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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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Linked Open Data)

�將開放資料的內容加上可讓電腦理解的語意將開放資料的內容加上可讓電腦理解的語意將開放資料的內容加上可讓電腦理解的語意將開放資料的內容加上可讓電腦理解的語意，，，，讓電腦能夠理讓電腦能夠理讓電腦能夠理讓電腦能夠理
解人類的語意解人類的語意解人類的語意解人類的語意，，，，進而提供更正確及真實的資訊進而提供更正確及真實的資訊進而提供更正確及真實的資訊進而提供更正確及真實的資訊

�明確定義資料的本體論明確定義資料的本體論明確定義資料的本體論明確定義資料的本體論(ontology)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SPARQL查詢語言查詢語言查詢語言查詢語言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尋找所有人的姓名及電子郵件尋找所有人的姓名及電子郵件尋找所有人的姓名及電子郵件尋找所有人的姓名及電子郵件)
PREFIX PREFIX PREFIX PREFIX 
foaffoaffoaffoaf: <http://xmlns: <http://xmlns: <http://xmlns: <http://xmlns....com/foaf/com/foaf/com/foaf/com/foaf/0.10.10.10.1/> /> /> /> 
SELECT SELECT SELECT SELECT ?name ?email ?name ?email ?name ?email ?name ?email 
WHERE WHERE WHERE WHERE { { { { 
?person ?person ?person ?person a foaf:Persona foaf:Persona foaf:Persona foaf:Person....    
?person ?person ?person ?person foaf:name ?namefoaf:name ?namefoaf:name ?namefoaf:name ?name....    
?person ?person ?person ?person foaf:mbox ?emailfoaf:mbox ?emailfoaf:mbox ?emailfoaf:mbox ?emai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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