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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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arency 效率/效能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公民參與
Participation

民主課責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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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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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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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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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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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Government 
Data



推動政府資料活化應用推動政府資料活化應用推動政府資料活化應用推動政府資料活化應用

政府資料政府資料政府資料政府資料

活化活化活化活化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資料開放
資料品質

提升
服務創新 產業發展

增進施政增進施政增進施政增進施政

透明透明透明透明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提升機關提升機關提升機關提升機關

決策決策決策決策品質品質品質品質

發展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多元

便民便民便民便民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助益資訊助益資訊助益資訊助益資訊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轉型轉型轉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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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府政府政府Open Data推動架構推動架構推動架構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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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府政府政府Open Data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科技會報科技會報科技會報科技會報

國家發展委員國家發展委員國家發展委員國家發展委員會會會會 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

災防災防災防災防

救助救助救助救助

各部會或各部會或各部會或各部會或

業務主管業務主管業務主管業務主管

機關機關機關機關

國土國土國土國土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衛生衛生衛生衛生

醫療醫療醫療醫療

食品食品食品食品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供需供需供需供需

推動推動推動推動

加值加值加值加值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促進促進促進促進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創新創新創新創新

• 制定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制定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制定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制定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 研擬我國適用規範研擬我國適用規範研擬我國適用規範研擬我國適用規範(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資料交換標準資料交換標準資料交換標準資料交換標準、、、、

API等等等等)

• 活化活化活化活化Open Data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創造台灣產業新價值創造台灣產業新價值創造台灣產業新價值創造台灣產業新價值

• 推動台灣成為推動台灣成為推動台灣成為推動台灣成為Open 

Data加值應用基地加值應用基地加值應用基地加值應用基地

健全健全健全健全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全面全面全面全面

宣傳宣傳宣傳宣傳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

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

推動供給推動供給推動供給推動供給 驅動應用驅動應用驅動應用驅動應用

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NICI

民間諮詢委員會民間諮詢委員會民間諮詢委員會民間諮詢委員會



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議題分析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議題分析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議題分析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議題分析

電子資料流通電子資料流通電子資料流通電子資料流通
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分散分散分散分散
建置建置建置建置

資料品資料品資料品資料品
質管理質管理質管理質管理

民生民生民生民生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優先優先優先優先

行動化服行動化服行動化服行動化服
務發展作務發展作務發展作務發展作
業原則業原則業原則業原則

串聯串聯串聯串聯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鼓勵加鼓勵加鼓勵加鼓勵加

值應用值應用值應用值應用

資料來資料來資料來資料來
源標示源標示源標示源標示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授權監授權監授權監授權監
督管理督管理督管理督管理

集中集中集中集中
列示列示列示列示

擇定範擇定範擇定範擇定範
圍試辦圍試辦圍試辦圍試辦

平衡個平衡個平衡個平衡個
資保護資保護資保護資保護
及資安及資安及資安及資安

資料品質資料品質資料品質資料品質 共用共用共用共用平臺平臺平臺平臺

旗艦旗艦旗艦旗艦4:4:4:4:

行動電行動電行動電行動電
子化政子化政子化政子化政
府府府府

旗艦旗艦旗艦旗艦2:2:2:2:

基礎資料基礎資料基礎資料基礎資料
庫擴增庫擴增庫擴增庫擴增

法源依據法源依據法源依據法源依據

政府資料政府資料政府資料政府資料

活化應用活化應用活化應用活化應用

公開流公開流公開流公開流
通存取通存取通存取通存取

示範宣導示範宣導示範宣導示範宣導共同規範共同規範共同規範共同規範推動計畫推動計畫推動計畫推動計畫

政府資訊公開法政府資訊公開法政府資訊公開法政府資訊公開法

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

政府資料政府資料政府資料政府資料
開放作業開放作業開放作業開放作業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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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資料開放原則各機關資料開放原則各機關資料開放原則各機關資料開放原則

便利及提升生活品質資料優先

免費優先

既有資料優先

符合現行法規者優先符合現行法規者優先符合現行法規者優先符合現行法規者優先

開放格式開放格式開放格式開放格式、、、、易易易易取易用取易用取易用取易用者優先者優先者優先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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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效推動成效推動成效推動成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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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共同努力成效各部會共同努力成效各部會共同努力成效各部會共同努力成效，，，，103年年年年2月開放月開放月開放月開放達達達達1,760項項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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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開放達內政部開放達內政部開放達內政部開放達60項項項項，，，，資料下載次數超過資料下載次數超過資料下載次數超過資料下載次數超過15,900次次次次

�開放資料與民生應用相關深獲好評開放資料與民生應用相關深獲好評開放資料與民生應用相關深獲好評開放資料與民生應用相關深獲好評

民間民間民間民間回饋建議內政部新增資料集回饋建議內政部新增資料集回饋建議內政部新增資料集回饋建議內政部新增資料集：：：：
1.1.1.1.測測測測速執法設置點的速執法設置點的速執法設置點的速執法設置點的經緯度經緯度經緯度經緯度或或或或TWD97TWD97TWD97TWD97坐標坐標坐標坐標
2.2.2.2.全國全國全國全國人民人民人民人民團體名冊團體名冊團體名冊團體名冊
3.3.3.3.地籍界線資料地籍界線資料地籍界線資料地籍界線資料
4.4.4.4.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來台相關辦法資訊來台相關辦法資訊來台相關辦法資訊來台相關辦法資訊

推動成效推動成效推動成效推動成效(2/2)



應用實例應用實例應用實例應用實例-房屋實價登錄房屋實價登錄房屋實價登錄房屋實價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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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資料來源加值資料來源加值資料來源加值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應用實例應用實例應用實例應用實例-Google Crisis Map

� 加值資料來源加值資料來源加值資料來源加值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中央中央中央中央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公路公路公路公路總局總局總局總局)、、、、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水利署水利署水利署水利署)、、、、農委會農委會農委會農委會(水保局水保局水保局水保局)、、、、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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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開放與協作機制強化開放與協作機制強化開放與協作機制強化開放與協作機制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民間民間
開發者開發者開發者開發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

意見回饋意見回饋意見回饋意見回饋
資料正確資料正確資料正確資料正確、、、、資料需求資料需求資料需求資料需求 …

需求蒐集需求蒐集需求蒐集需求蒐集 資料提供資料提供資料提供資料提供

資料應用資料應用資料應用資料應用
資料加值資料加值資料加值資料加值、、、、應用開發應用開發應用開發應用開發 …

類類類類Wiki協作協作協作協作持續改善持續改善持續改善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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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更友善的開放環境建立更友善的開放環境建立更友善的開放環境建立更友善的開放環境

政府資料
開放

開放透明開放透明開放透明開放透明
以開放透明的規範，提供更多開放資料及更透明的意見
回饋處理

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使用者與機關部會可對網站、規範、資料集、及意
見回饋等進行互動參與

共同協作共同協作共同協作共同協作
使用者與機關部會共同協作提升資料品質及規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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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法規架構下在現行法規架構下在現行法規架構下在現行法規架構下，，，，檢討現行作業完備配套檢討現行作業完備配套檢討現行作業完備配套檢討現行作業完備配套

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 收費議題：
透過私法授權，以無償提供為原則，修訂機關現行收費
辦法

� 個資保護：
機關資料去識別化，平衡個資保護，推動資料開放

� 授權使用：
檢討機關現行網站授權規定，開放授權限制，促進民間
自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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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務結合深耕推動與業務結合深耕推動與業務結合深耕推動與業務結合深耕推動(1/2)



�持續提升持續提升持續提升持續提升資料品質資料品質資料品質資料品質
� 透過內部管理機制與外部回饋建議，提升資料集內容正確
性與完整性

�持續深耕永續經營持續深耕永續經營持續深耕永續經營持續深耕永續經營
� 以民眾需求為核心，持續新增各式資料集

� 各計畫、各專案產出資料應以開放格式對外開放

� 納入日常業務流程永續經營

�擴大推動開放政府資料擴大推動開放政府資料擴大推動開放政府資料擴大推動開放政府資料
� 朝制定「應用程式介面」(API) 及「系統介接自動取得」
(M2M)標準規範的目標邁進

� 推動資料/資料庫大量、自動化而有系統的釋放與交換

15

與業務結合深耕推動與業務結合深耕推動與業務結合深耕推動與業務結合深耕推動(2/2)



持續強化政府持續強化政府持續強化政府持續強化政府與與與與民間協同合作民間協同合作民間協同合作民間協同合作(1/2) 

16



17

線上互動討論線上互動討論線上互動討論線上互動討論
實體主題實體主題實體主題實體主題
討論活動討論活動討論活動討論活動

產產產產 官官官官 學學學學 研研研研

結合社群網絡結合社群網絡結合社群網絡結合社群網絡
深化服務深化服務深化服務深化服務

促進多向互動促進多向互動促進多向互動促進多向互動
提升資料價值提升資料價值提升資料價值提升資料價值

運用社群網絡力量運用社群網絡力量運用社群網絡力量運用社群網絡力量 提升資料使用價值提升資料使用價值提升資料使用價值提升資料使用價值

持續強化政府與民間協同合作持續強化政府與民間協同合作持續強化政府與民間協同合作持續強化政府與民間協同合作(2/2)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由行政院由行政院由行政院由行政院

二級機關二級機關二級機關二級機關

進行審查進行審查進行審查進行審查

提供線上提供線上提供線上提供線上

社群討論區社群討論區社群討論區社群討論區

資料開放平臺後續強化資料開放平臺後續強化資料開放平臺後續強化資料開放平臺後續強化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無法查詢無法查詢無法查詢無法查詢

跨機關部會跨機關部會跨機關部會跨機關部會

的的的的詮釋資料詮釋資料詮釋資料詮釋資料 對前端使用者對前端使用者對前端使用者對前端使用者

沒有長期沒有長期沒有長期沒有長期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與與與與回饋回饋回饋回饋的效益的效益的效益的效益

網站沒有網站沒有網站沒有網站沒有

提供社群討論區提供社群討論區提供社群討論區提供社群討論區

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與與與與

部會機關部會機關部會機關部會機關

以以以以EmailEmailEmailEmail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

建立相關規範建立相關規範建立相關規範建立相關規範

提供跨提供跨提供跨提供跨機關機關機關機關

詮釋詮釋詮釋詮釋資料交換資料交換資料交換資料交換
提供會員提供會員提供會員提供會員

個人化個人化個人化個人化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智慧型提示智慧型提示智慧型提示智慧型提示、、、、

及活化應用回饋及活化應用回饋及活化應用回饋及活化應用回饋

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與與與與

部會機關部會機關部會機關部會機關

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

都呈現於網站上都呈現於網站上都呈現於網站上都呈現於網站上

現行問題現行問題現行問題現行問題 強化重點強化重點強化重點強化重點

資料由國發會資料由國發會資料由國發會資料由國發會

進行集中審查進行集中審查進行集中審查進行集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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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會員新增會員新增會員新增會員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主動推薦感興趣主動推薦感興趣主動推薦感興趣主動推薦感興趣
的資料集的資料集的資料集的資料集

•主動推薦資料集主動推薦資料集主動推薦資料集主動推薦資料集
活化應用案例活化應用案例活化應用案例活化應用案例

•可以知道所提出可以知道所提出可以知道所提出可以知道所提出
的意見回饋有那的意見回饋有那的意見回饋有那的意見回饋有那
些人回覆意見些人回覆意見些人回覆意見些人回覆意見

•主動回饋或提供主動回饋或提供主動回饋或提供主動回饋或提供
可開放的資料集可開放的資料集可開放的資料集可開放的資料集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智慧型智慧型智慧型智慧型
提示提示提示提示

活化應用活化應用活化應用活化應用
推薦推薦推薦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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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1：：：：那些那些那些那些Data可以可以可以可以Open ？？？？

Open 

DataGov

�第一關卡第一關卡第一關卡第一關卡
� 得公開的資料得公開的資料得公開的資料得公開的資料/訊才可訊才可訊才可訊才可

提供再利用提供再利用提供再利用提供再利用
�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限制
公開或不公開之情形（
第18條）

�其他法律規定

�第二關卡第二關卡第二關卡第二關卡
�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料料料料本身不具權利本身不具權利本身不具權利本身不具權利

者者者者

� 政府對於本身具權利的政府對於本身具權利的政府對於本身具權利的政府對於本身具權利的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料料料料獲得授權或具獲得授權或具獲得授權或具獲得授權或具
有權利有權利有權利有權利

Open Gov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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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2：：：：使用授權如何規範使用授權如何規範使用授權如何規範使用授權如何規範?

�不具權利的不具權利的不具權利的不具權利的Data

�透過使用規範（Code of Conduct）與使用者約定

�具權利的內容具權利的內容具權利的內容具權利的內容

�透過授權條款（契約）與使用者約定，例如：被授

權的對象、被授權的權能範圍、被授權的期間、被

授權的地區、可否進行再授權、費用（權利金）、

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責任等

�使用授權規範一致使用授權規範一致使用授權規範一致使用授權規範一致

�各機關的資料使用授權規範儘量接近一致，以利民

間與機關間資料整合，促進政府資料流通應用與活

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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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3：：：：如何律定如何律定如何律定如何律定Open Data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Liability v. Accountability

�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 v. 侵權行為侵權行為侵權行為侵權行為

�使用授權規範中免責使用授權規範中免責使用授權規範中免責使用授權規範中免責、、、、無擔保條款之合理性無擔保條款之合理性無擔保條款之合理性無擔保條款之合理性

�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料開放之退場機制之退場機制之退場機制之退場機制
� 例如採用定期進行資料/訊釋出後的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作法，並建置退場機制（例如發現不宜繼
續開放資料時，予以適當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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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4：：：：如何保護個人資料如何保護個人資料如何保護個人資料如何保護個人資料?

�政府為掌握最多個人資料政府為掌握最多個人資料政府為掌握最多個人資料政府為掌握最多個人資料
� 食衣住行育樂+生老病死
� 公務機關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

�蒐集的特定目的蒐集的特定目的蒐集的特定目的蒐集的特定目的 v. Open Data
� 問題：

� 已蒐集之Data於蒐集時無說明作為Open Data再利用

� 對於將蒐集之個資，無法提供說明將作何特定目的利用

� 特定目的符合性測試（Assessment of Compatibility Test）

�去識別化去識別化去識別化去識別化
� 做到何程度才算足夠
� 特種資料之個資（例如健保資料）的爭議

�隱私衝擊分析隱私衝擊分析隱私衝擊分析隱私衝擊分析（（（（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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