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表旨為瞭解政府機關資通訊應⽤符合我國政府數位資通訊應⽤服務發展，為審議各機關資源之參考。

⼆、請於本(110)年9⽉30⽇前回覆或⾄資訊資源效率查調系統（網址https://survey.ndc.gov.tw/）填寫問卷，填表問題

請參閱系統「Q＆A問題集」，客服電話：(02)7723-1779分機9 (服務時間為上午9時⾄12時，下午13時⾄18時)、 客服信

箱: ndcservice@azion.com.tw、傳真(02)2358-1970。

三、調查結果僅供原填寫機關及其上級主管機關參考。

四、請參照各表格之填表說明填寫(請會各相關單位)。

五、填寫內容請⾃⾏複印⼀份留底以為備⽤。

六、表內陰影及_______部分為資料填寫區域，其他文字部分為問項或說明；○為單選部分、□為可複選部分、＊為問項說

明、空格部分為可填寫中英文或數字；若填報資料無法精確計算，得以概估填寫。

註:

1)縣(市)政府請計畫、研考或資訊單位彙整填寫縣(市)政府內所有各部⾨資料。

2)學校(研究機關)請計算機中⼼或資訊單位彙整填寫學校(研究機關)內各學院系所部⾨的電腦資源;若無法彙整填寫，請將

此表影印⾄各系(所)填寫寄回。

 

國家發展委員會 啟

中華⺠國110年8⽉

1.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機關全名／機關代號：請參照『全國公務人員人事資訊統一代碼本』（由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機關全名／機關代號：請參照『全國公務人員人事資訊統一代碼本』（由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編訂）所列機關學校全名及代號填寫。編訂）所列機關學校全名及代號填寫。

員工人數：貴機關現有員工實際人數，指處理機關業務之人員含技術性人員、約聘僱人員、處理機關業員工人數：貴機關現有員工實際人數，指處理機關業務之人員含技術性人員、約聘僱人員、處理機關業

務之工友，其為已僱用務之工友，其為已僱用6個月或預期僱用個月或預期僱用6個月以上之員工（但不含委請派遣公司提供之派遣人力、短期個月以上之員工（但不含委請派遣公司提供之派遣人力、短期

臨時人員、未處理機關業務之一般性工友、司機、警衛）。臨時人員、未處理機關業務之一般性工友、司機、警衛）。

資訊部門：為發展資訊系統及處理資料而編列電腦經費之正式資訊機構或內部單位、或以任務編組成立資訊部門：為發展資訊系統及處理資料而編列電腦經費之正式資訊機構或內部單位、或以任務編組成立

之單位、或奉權責機關核定專責辦理或兼辦之單位名稱。之單位、或奉權責機關核定專責辦理或兼辦之單位名稱。

內部單位級別：資訊部門在貴機關下的內部單位級別（不含機關本身），非正式編制單位此欄勿需填內部單位級別：資訊部門在貴機關下的內部單位級別（不含機關本身），非正式編制單位此欄勿需填

寫。寫。

職稱：編制內人員按編制職稱填寫，約聘雇人員則按核定職稱填寫。職稱：編制內人員按編制職稱填寫，約聘雇人員則按核定職稱填寫。

機關(學校)全名  

員工人數  

機關代號  

機關地址  

資訊部門名稱  

資訊部門成立日期  年 月

資訊部門編組別資訊部門編組別

正式編制  
任務編組  



資訊部門於機關內部單位級別資訊部門於機關內部單位級別

資訊部門傳真機  

資訊部門主管  

資訊部門職稱  

資訊部門電話  

彙整填表人  

彙整填表人職稱  

彙整填表人電話  

彙整填表人E-MAIL  

2.109年電腦使用狀況年電腦使用狀況(含教學用電腦、教室用、行政用，惟不包含終端機、週邊設備、櫃員機、多媒體機、含教學用電腦、教室用、行政用，惟不包含終端機、週邊設備、櫃員機、多媒體機、

POS)
2-1.公務使用中之實體桌上型電腦或工作站，總計  台(其中電腦教室

間，電腦教室用電腦 台)。

2-2.公務使用中之筆記型電腦  台。

2-3.公務使用中之可攜式設備(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  台。

2-4.公務使用中之實體伺服器(含小型以上主機)  台，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

台，虛擬機器的核心數(Core) 個。

＊伺服器：指具有較高計算能力，且安裝之作業系統為伺服器版本，能透過網路同時提供給多個客戶端使用者使＊伺服器：指具有較高計算能力，且安裝之作業系統為伺服器版本，能透過網路同時提供給多個客戶端使用者使

用的電腦，不包含提供資源分享資料夾或共用印表機之一般個人電腦、多媒體機用的電腦，不包含提供資源分享資料夾或共用印表機之一般個人電腦、多媒體機(如如 ibon、、FamiPort)。。
＊實體伺服器台數之計算係指機關現有之伺服器數量＊實體伺服器台數之計算係指機關現有之伺服器數量(不管購置經費來源不管購置經費來源)，其中刀鋒伺服器，其中刀鋒伺服器1個個Blade算算1台。台。
＊＊2-4填表舉例，某機關有實體伺服器填表舉例，某機關有實體伺服器10台，其中有台，其中有2台實體伺服器，切割為台實體伺服器，切割為7台虛擬機器，虛擬機器的核心數共台虛擬機器，虛擬機器的核心數共

計計14個，則填實體伺服器個，則填實體伺服器10台，虛擬機器台，虛擬機器7台，虛擬機器的核心數共計台，虛擬機器的核心數共計14個。個。  
        

3.109年資訊基礎設施使用狀況：年資訊基礎設施使用狀況：

3-1.資料中心資料中心(含雲端資料中心含雲端資料中心)有無建置資安防護措施？有無建置資安防護措施？

3-1-1.貴機關全球資訊網站有無使用安全傳輸通訊協定（貴機關全球資訊網站有無使用安全傳輸通訊協定（https）？）？

3-2.有無提供一般民眾免費有無提供一般民眾免費WiFi無線上網服務無線上網服務?

由其他單位或人員兼辦  
無資訊部門編制  

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三級單位  
無資訊部門編制  

無  
有，項目(可複選)：  

防毒  
網路防火牆  
入侵偵測防禦  
漏洞偵測(弱點掃瞄)  
資安監控中心(SOC)  
進階持續性威脅攻擊防禦措施  
電子郵件過濾機制  
滲透測試  
應用程式防火牆(WAF)  

無  
有，貴機關對外提供服務的網站使用安全傳輸通訊協定（https）比例為何：  

50%以下  
50%以上，未達100%  
100%(全部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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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線上網服務識別名稱無線上網服務識別名稱(SSID)：於無線上網區，以行動裝置搜尋：於無線上網區，以行動裝置搜尋WiFi時，出現貴機關提供之可上網的名時，出現貴機關提供之可上網的名

稱。稱。

＊＊2.熱點建置方式代碼：熱點建置方式代碼：(A)自行採購設備建置自行採購設備建置  （（B）租用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業者）租用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業者WiFi服務。服務。

＊＊3.熱點數量：為機關範圍內建置的上網熱點數量。熱點數量：為機關範圍內建置的上網熱點數量。

項項

次次
無線上網服務識別名稱（無線上網服務識別名稱（SSID）） 熱點建置方式代碼熱點建置方式代碼 熱點數量熱點數量

3-3.109年機房使用情況年機房使用情況?
3-3-1.是否有機房？是否有機房？

＊＊1.資料中心：指各機關為供資通訊系統正常運行所設置之基礎及備援設施，其主要設施包含運算伺服主機、儲存設資料中心：指各機關為供資通訊系統正常運行所設置之基礎及備援設施，其主要設施包含運算伺服主機、儲存設

備、網通設備、資安設備、環境控制設施及存放前述設施之實體空間。備、網通設備、資安設備、環境控制設施及存放前述設施之實體空間。

＊＊2.雲端資料中心：雲端資料中心：  指提供使用者隨需自助服務指提供使用者隨需自助服務(On-demand selfservice)、多元網絡存取、多元網絡存取(Broad network access)、、
多人共享資源池多人共享資源池(Resource pooling)、快速且彈性佈署、快速且彈性佈署(Rapid elasticity)及服務可量測及服務可量測(Measured service)五項特性之五項特性之

資料中心。資料中心。

＊＊3.通訊機房通訊機房:指各機關為提供員工連結網際網路、內部使用之資訊服務及維持與資料中心網路通訊，所設置之小型資指各機關為提供員工連結網際網路、內部使用之資訊服務及維持與資料中心網路通訊，所設置之小型資

料中心，其設施僅限必要之網通設備、資安設備及供機關在地專用資通訊服務運行所需之運算伺服主機。料中心，其設施僅限必要之網通設備、資安設備及供機關在地專用資通訊服務運行所需之運算伺服主機。

機房數量為資料中心  座，雲端資料中心 座，通訊機房

座，請續填3-3-2及3-3-3

3-3-2.機房整併情形機房整併情形(可複選可複選)

(還有  個機房待整併)

3-3-3.有無備援機房？有無備援機房？

規劃於  年 月完成建置

縣/市 鄉/鎮/市/區

3-4.109年公務同仁連線上網方式年公務同仁連線上網方式

無  
有，項目(可複選)：  

提供 iTaiwan (中央)政府主管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提供非 iTaiwan (中央)政府主管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服務；建置情形如下：  

1)無  
2)有  

1)已完成整併為雲端資料中心  
2)已完成整併為資料中心  
3)整併中  

4)無整併規劃  

1)無，規劃建置情形：  

1)尚無建置規劃  
2)有建置規劃  

2)有，備援機房地址為  

1)使用GSN網路連線至網際網路  
2)本單位自行拉專線連至GSN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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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年資訊服務之現況：年資訊服務之現況：

4-1.資訊作業創新發展情形？資訊作業創新發展情形？

4-2.機關導入「開源辦公室文書編輯軟體」情形機關導入「開源辦公室文書編輯軟體」情形?

4-3.機關安裝「開源辦公室文書編輯軟體」支出情形？機關安裝「開源辦公室文書編輯軟體」支出情形？

安裝「開源辦公室文書編輯軟體」電腦數量:  台，機關文書編輯軟體經費支出金額:

(千元)，因安裝「開源辦公室文書編輯軟體」而減少採購商用文書編輯軟體經費支出金額：

(千元)。
＊＊1.文書編輯軟體經費：包含軟體購置、租用及維護等費用。文書編輯軟體經費：包含軟體購置、租用及維護等費用。

＊＊2.參考網址：參考網址：

        (1)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ODF文件應用工具文件應用工具

        https://www.ndc.gov.tw/cp.aspx?n=32A75A78342B669D
        (2)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ODF雲端編輯工具雲端編輯工具

        https://www.ndc.gov.tw/cp.aspx?n=32A75A78342B669D&s=68798FA6FAE753EC
        (3)LibreOffice 
        https://zh-tw.libreoffice.org/
        (4)Apache OpenOffice 
        https://www.openoffice.org/zh-tw/
        

5.109年間資訊相關經費支出情形年間資訊相關經費支出情形

5-1.有無資訊相關經費支出？有無資訊相關經費支出？

資訊總支出經費(為實際支出，以下各項經費含各項補(捐)助款，學校含各類代收、代辦經費)  
千元，請續填5-2或5-3。

3)透過GSN VPN連至上級機關後上網  
4)其他，請敘明：  

無  
有，項目(可複選)：  

提供Web 2.0互動式為民服務項目 (可複選)：  

部落格  
Youtube  
Facebook  
JOIN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線上直播  
民意信箱  
Twitter  
其他(請說明)  

提供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相關服務，以供民間加值應用。  
提供行動化應用,提供使用者透過行動設備下載應用，包括(可複選)︰  

APP  
RWD網頁設計  

無  
有  

安裝「開源辦公室文書編輯軟體」軟體名稱(可複選)：  

國家發展委員會ODF文件應用工具  
國家發展委員會ODF雲端編輯工具   
LibreOffice  
Apache OpenOffice   
其他開源軟體：  

1)無  
2)有  

1)無  
2)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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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資訊相關經費支出情形資訊相關經費支出情形(本問項僅為機關本問項僅為機關(構構)屬中央機關、直轄市政府、各縣屬中央機關、直轄市政府、各縣(市市)政府及其所屬填寫即政府及其所屬填寫即

可可)
1.資訊操作維護費(201805)(=A+B+C+D)(經常門)支出金額  (千元)
＊資訊操作維護費＊資訊操作維護費(201805)：向廠商購買資訊作業相關之設備保養、維修及操作等服務費用，屬經常門，科目依：向廠商購買資訊作業相關之設備保養、維修及操作等服務費用，屬經常門，科目依

性質分為性質分為4部份部份

1.1基礎操作維護費(A) 支出金額  (千元)
＊基礎操作維護費＊基礎操作維護費:為維持機關基本運作與業務執行，所需委託廠商的人力需求費用，包括資料登打、網路管理、為維持機關基本運作與業務執行，所需委託廠商的人力需求費用，包括資料登打、網路管理、

電腦故障排除、業務系統推廣等電腦故障排除、業務系統推廣等(不包含系統建置不包含系統建置)。。

1.2共用系統服務費(B)支出金額  (千元)
＊共用系統服務費＊共用系統服務費: 為提供共用行政業務系統服務以及為推動統籌建置之行政輔助資訊系統，所需委託廠商的人為提供共用行政業務系統服務以及為推動統籌建置之行政輔助資訊系統，所需委託廠商的人

力需求費用，例如：共用系統研析、諮詢、推動、安裝、故障排除等人力力需求費用，例如：共用系統研析、諮詢、推動、安裝、故障排除等人力(不包含系統建置不包含系統建置)。。
＊共用系統包含下列＊共用系統包含下列2類，其服務對象不侷限貴機關，應含其他機關：類，其服務對象不侷限貴機關，應含其他機關：

        (1)行政業務系統：依法定職掌，已訂定全國處理標準，例如：人事行政總處「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主行政業務系統：依法定職掌，已訂定全國處理標準，例如：人事行政總處「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主

計總處「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工程會「政府電子採購系統」等。計總處「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工程會「政府電子採購系統」等。

        (2)行政輔助系統：包含具有一致性處理規範者（如：薪資管理、差勤管理及國庫電子支付等系統）及無一致行政輔助系統：包含具有一致性處理規範者（如：薪資管理、差勤管理及國庫電子支付等系統）及無一致

性處理規範者（如：電子表單、公文製作、物品管理、會議室管理、電子郵件及視訊會議等系統）。性處理規範者（如：電子表單、公文製作、物品管理、會議室管理、電子郵件及視訊會議等系統）。

1.3創新服務推動費(C)支出金額  (千元)
＊創新服務推動費＊創新服務推動費: 為運用資通訊科技、以數位資料取代紙本證明、以數據分析輔助施政決策、跨機關申辦流程為運用資通訊科技、以數位資料取代紙本證明、以數據分析輔助施政決策、跨機關申辦流程

整合、公私協力創新業務系統、實驗性資訊服務，所需委託廠商的人力需求費用，例如：研析、規劃、諮詢、實整合、公私協力創新業務系統、實驗性資訊服務，所需委託廠商的人力需求費用，例如：研析、規劃、諮詢、實

驗、推動等人力驗、推動等人力(不包含系統建置不包含系統建置)。。

1.4資安服務費(D)支出金額  (千元)
＊資安服務費＊資安服務費: 為資安防護稽核及內部資安管理等作業，所需委託廠商的人力需求費用。為資安防護稽核及內部資安管理等作業，所需委託廠商的人力需求費用。

2資訊設備租金(201810) (經常門)支出金額  (千元)
＊資訊設備租金＊資訊設備租金(201810):以營業租賃方式租用資訊軟硬體設備或使用外部資訊中心軟硬體服務之租金費用，為經以營業租賃方式租用資訊軟硬體設備或使用外部資訊中心軟硬體服務之租金費用，為經

常門。常門。

3軟體使用費(201820) (經常門)支出金額  (千元)
＊軟體使用費＊軟體使用費(201820):金額未達金額未達1萬元之軟體採購或期間未達萬元之軟體採購或期間未達2年之軟體授權費用等，為經常門。年之軟體授權費用等，為經常門。

4硬體設備費(303005)(=E+F)(資本門)支出金額  (千元)
＊硬體設備費＊硬體設備費(303005): 現購或以融資租賃方式購置電腦硬體設備現購或以融資租賃方式購置電腦硬體設備(含不可分割之電腦軟體配備含不可分割之電腦軟體配備)及雲端服務相關費及雲端服務相關費

用，為資本門。用，為資本門。

4.1基礎設備費(E)支出金額  (千元)
＊基礎設備費＊基礎設備費: 為維持機關基本運作與業務執行，所採購或融資租賃之電腦相關硬體設備，包括個人電腦相關、為維持機關基本運作與業務執行，所採購或融資租賃之電腦相關硬體設備，包括個人電腦相關、

公務環境設備、網管設備、通訊機房等。公務環境設備、網管設備、通訊機房等。

4.2共用設備費(F)支出金額  (千元)
＊共用設備費＊共用設備費: 為提供共用行政業務系統、以及為統籌建置行政輔助系統，所採購或融資租賃之電腦相關硬體設為提供共用行政業務系統、以及為統籌建置行政輔助系統，所採購或融資租賃之電腦相關硬體設

備；以及建立共用資料中心所需設備。備；以及建立共用資料中心所需設備。

5軟體設備費(3036010)(=G+H) (資本門)支出金額  (千元)
＊軟體設備費＊軟體設備費(3036010): 獨立購租市場現貨之電腦作業系統、資料庫系統、套裝軟體獨立購租市場現貨之電腦作業系統、資料庫系統、套裝軟體(含版本升級含版本升級)及雲端服務等及雲端服務等

費用，為資本門。費用，為資本門。

5.1基礎軟體設備費(G)支出金額  (千元)
＊基礎軟體設備費＊基礎軟體設備費:為維持機關基本運作與業務執行，所採購金額為維持機關基本運作與業務執行，所採購金額1萬元以上現貨萬元以上現貨 /套裝系統及軟體等。套裝系統及軟體等。

5.2共用軟體設備費(H)支出金額  (千元)
＊共用軟體設備費＊共用軟體設備費:為提供共用行政業務系統、以及為統籌建置行政資訊系統，所採購金額為提供共用行政業務系統、以及為統籌建置行政資訊系統，所採購金額1萬元以上現貨萬元以上現貨 /套裝系套裝系

統及軟體等。統及軟體等。

6系統開發費(303015)(=I+J+K) (資本門)支出金額  (千元)
＊系統開發費＊系統開發費(303015):委託廠商整體規劃、開發維護應用系統等相關費用。委託廠商整體規劃、開發維護應用系統等相關費用。

6.1基礎系統開發費(I)支出金額  (千元)
＊基礎系統開發費＊基礎系統開發費: 為維持機關基本運作與業務執行，所需委託廠商的系統建置維護需求為維持機關基本運作與業務執行，所需委託廠商的系統建置維護需求  (不包含系統建置維護之不包含系統建置維護之

外的網路管理、電腦故障排除、業務系統推廣等人力費用外的網路管理、電腦故障排除、業務系統推廣等人力費用)。。

6.2共用系統開發費(J)支出金額  (千元)
＊共用系統開發費＊共用系統開發費: 為提供共用行政業務系統服務、以及為推動統籌建置之行政資訊系統，所需委託廠商的系統為提供共用行政業務系統服務、以及為推動統籌建置之行政資訊系統，所需委託廠商的系統



建置維護需求建置維護需求(不包含系統建置維護之外的研析、諮詢、推動人力費用不包含系統建置維護之外的研析、諮詢、推動人力費用)。。

6.3新興服務開發費(K)支出金額  (千元)
＊新興服務開發費：為運用資通訊科技，以數位資料取代紙本證明、以數據分析輔助施政決策、跨機關申辦流程＊新興服務開發費：為運用資通訊科技，以數位資料取代紙本證明、以數據分析輔助施政決策、跨機關申辦流程

整合、公私協力創新業務系統、實驗性資訊服務，所需委託廠商的系統建置維護需求整合、公私協力創新業務系統、實驗性資訊服務，所需委託廠商的系統建置維護需求(不包含系統建置維護之外的不包含系統建置維護之外的

研析、規劃、諮詢、實驗、推動等人力研析、規劃、諮詢、實驗、推動等人力)。。

7雲端服務費(201815) (經常門)支出金額  (千元)
＊雲端服務費＊雲端服務費(201815):購買雲端服務之費用。購買雲端服務之費用。

8數據通訊費(200905)(經常門) 支出金額  (千元)
＊數據通訊費＊數據通訊費(200905)：使用數據交換、網路通訊等費用。：使用數據交換、網路通訊等費用。

9資訊人事費(經常門)支出金額  (千元)
＊資訊人事費：為單位內部資訊人員之人事相關經費＊資訊人事費：為單位內部資訊人員之人事相關經費(包含資訊人員之薪水、加班費、獎金包含資訊人員之薪水、加班費、獎金…)，含接受補，含接受補(捐捐)助之助之
費用。費用。

10其他經費支出金額  (千元)
＊其他經費：非屬前述經費之其他費用，包含＊其他經費：非屬前述經費之其他費用，包含

        a.消耗品：含報表紙、磁帶、磁片、碳粉、色帶及油墨等支出費用。消耗品：含報表紙、磁帶、磁片、碳粉、色帶及油墨等支出費用。

        b.資訊訓練費用。資訊訓練費用。

        c.其他行政資訊管理費用：含機房裝修、水電、空調其他行政資訊管理費用：含機房裝修、水電、空調 .....等支出費用。等支出費用。

5-3.資訊相關經費支出情形資訊相關經費支出情形(本問項僅為學校及國營事業填寫即可本問項僅為學校及國營事業填寫即可)(若問項經費區分不易，可概估填寫若問項經費區分不易，可概估填寫)：：
硬體經費分配金額  (千元)
＊硬體經費：包含硬體購置、租用、維護等費用，及與硬體操作或管理有關之委外服務費用與接受補＊硬體經費：包含硬體購置、租用、維護等費用，及與硬體操作或管理有關之委外服務費用與接受補(捐捐)助之費助之費

用用  (不含雲端服務經費不含雲端服務經費)

軟體經費分配金額  (千元)
＊軟體經費：包含軟體購置、租用、維護等費用，及與應用系統開發有關之委外服務費用與接受補＊軟體經費：包含軟體購置、租用、維護等費用，及與應用系統開發有關之委外服務費用與接受補(捐捐)助之費用助之費用

(不含雲端軟體租用經費不含雲端軟體租用經費)。。

雲端服務費分配金額  (千元)
＊雲端服務費＊雲端服務費(201815):購買雲端服務之費用。購買雲端服務之費用。

數據通訊費分配金額  (千元)
＊數據通訊費＊數據通訊費(200905)：使用數據交換、網路通訊等費用。：使用數據交換、網路通訊等費用。

資訊人事費分配金額  (千元)
＊資訊人事費：為單位內部資訊人員之人事相關經費＊資訊人事費：為單位內部資訊人員之人事相關經費(包含資訊人員之薪水、加班費、獎金包含資訊人員之薪水、加班費、獎金…)，含接受補，含接受補(捐捐)助之助之
費用。費用。

其他經費分配金額  (千元)
＊其他經費：非屬前述經費之其他費用，包含＊其他經費：非屬前述經費之其他費用，包含  
        a.消耗品：含報表紙、磁帶、磁片、碳粉、色帶及油墨等支出費用。消耗品：含報表紙、磁帶、磁片、碳粉、色帶及油墨等支出費用。

        b.資訊訓練費用。資訊訓練費用。

        c.其他行政資訊管理費用：含機房裝修、水電、空調其他行政資訊管理費用：含機房裝修、水電、空調 .....等支出費用。等支出費用。

6.截至截至109年底資訊人員情形？年底資訊人員情形？

6-1.截至截至109年底有無從事資訊人員？年底有無從事資訊人員？

＊單位內部資訊人員：指受僱員工中，以從事資訊業務為主要工作者，另非資訊部門為配合本身業務需要而使用＊單位內部資訊人員：指受僱員工中，以從事資訊業務為主要工作者，另非資訊部門為配合本身業務需要而使用

電腦設備之人員亦不予列入。電腦設備之人員亦不予列入。

＊若工作項目跨數個職務時＊若工作項目跨數個職務時 ,請選其主要職務一項填寫即可。請選其主要職務一項填寫即可。

＊學校如教授＊學校如教授 ,講師講師 ,助教等以主要負責工作決定其職務歸屬。助教等以主要負責工作決定其職務歸屬。

＊監督管理人員：指資訊部門正副負責人及以下之各級主管，或專案負責人、專案經理或計畫主持人。＊監督管理人員：指資訊部門正副負責人及以下之各級主管，或專案負責人、專案經理或計畫主持人。

＊系統分析：指擔任系統分析、資料庫管理、資訊安全管理或系統整合等工作。＊系統分析：指擔任系統分析、資料庫管理、資訊安全管理或系統整合等工作。

＊程式設計：指程式設計或網頁設計。＊程式設計：指程式設計或網頁設計。

＊系統管理：指擔任電腦系統、伺服器或網路系統之系統軟體建置、設備管理、維護及機器操作等工作。＊系統管理：指擔任電腦系統、伺服器或網路系統之系統軟體建置、設備管理、維護及機器操作等工作。

＊其他資訊相關人員：指資訊單位之資料輸入人員、客服人員或行政人員。＊其他資訊相關人員：指資訊單位之資料輸入人員、客服人員或行政人員。

無  
有  

Kirby
文字方塊
V

Kirby
文字方塊
最後檢核如呈現未通過,請註記資訊人員為兼職 ,即可通過檢核



資訊人員職務 正式編制 臨時編制 約聘約僱
人員外派(借)、主管

(上級)機關派駐

監督管理人員(A)

系統分析(B)

程式設計(C)

系統管理(D)

其他資訊相關人員

(E)

其他人員兼辦或教師兼辦或委外人員或派遣人力

現有資訊人員總共(A+B+C+D+E)：  人

其中除約聘約僱人員外，資訊職系人員有：  人，非資訊職系人員有：

人

本卷資料填寫所涵蓋的機關範圍：本卷資料填寫所涵蓋的機關範圍：

（非本機關部份需敍明其內容，以電子郵件寄至客服信箱）（非本機關部份需敍明其內容，以電子郵件寄至客服信箱）

對本調查之建議事項：對本調查之建議事項：

本機關

本機關及中部辦公室

本機關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