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版本】
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主領域 次領域
電力
能源
石油
天然氣

水資源

供水

通訊
通訊
傳播
傳播

類別名稱
1.電能管理相關系統
2.輸配電調度控制相關系統
3.發電監控相關系統
1.石油及石化煉製監控相關系
2.供油灌裝相關系統
天然氣輸氣監控相關系統
1.水庫操作管理相關系統
2.水庫監控相關系統
3.供水相關管理系統
4.產水監控相關管理系統
1.通訊網路維運支援相關系統
2.通訊網路維運管理相關系統
3.網域名稱解析系統
4.通訊網路帳務及用戶管理相關系
統
1.無線廣播電視主控播出相關系統
2.有線廣播電視網路管理相關系統
3.傳播數位訊號加擾及授權管理相
關系統
4.有線廣播電視帳務及用戶管理相
關系統
1.行車控制相關系統
2.公路監理業務相關系統

陸運
3.交通控制相關系統

交通

空運
海運

1.飛航管制相關系統
2.民航場站維運相關系統
1.航行管理相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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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臺
北市政府
經濟部、金
門縣政府、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交通部
交通部、臺
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
府、臺中市
政府、屏東
縣政府
交通部
交通部

主領域 次領域

氣象

銀行

類別名稱
2.航港管理相關系統
1.氣象測報及資訊發布相關系統
2.地震測報及資訊發布相關系統
3.海象測報及資訊發布相關系統
1.銀行業跨行相關系統
2.票券市場相關系統
3.銀行業務相關系統
4.郵政資訊相關系統
5.金融資訊交換與清算相關系統

金融

1.證券市場相關系統
證券
2.期貨市場相關系統

緊急救
援與醫
院

金融
支付
醫療
照護
疾病
管制
緊急應
變體系

資通訊
系統

交通部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僑
務委員會
交通部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中央銀行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支付清算及外匯交易相關系統

中央銀行

1.醫療行政、病歷及檢查相關系統
2.緊急醫療相關系統

衛生福利部

傳染病預防與管制相關系統

衛生福利部

1.空勤救援相關系統
2.災害應變管理相關系統
海岸巡防救援相關系統
立法服務相關系統
審判業務相關系統
國家考試及證書管理相關系統

政府
機關

主管機關

1.財產申報相關系統
2.監察職權行使相關系統
銓敘業務相關系統
保障培訓相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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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海洋委員會
立法院
司法院
考選部、考
試院
監察院
銓敘部
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

主領域 次領域

類別名稱

基金管理相關系統
國土安全應變管理相關系統
地理資訊相關系統
1.戶役政作業管理相關系統
2.地政作業管理相關系統
3.自然人憑證管理相關系統
4.警政管理相關系統
5.移民管理相關系統
1.跨國骨幹網路相關系統
2.護照製發相關系統
1.關務相關系統
2.賦稅相關系統
3.國庫相關系統
4.國產相關系統
5.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系統
臺灣學術網路相關系統
1.廉政與財申相關系統
2.行政執行相關系統
3.檢察業務相關系統
4.矯正業務相關系統
5.調查業務相關系統
商工行政服務資訊相關系統
1.全民健康保險相關系統
2.出生通報相關系統
3.社會福利重要系統
勞工行政及研究相關系統

主管機關
員會
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
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院本
部
內政部、臺
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內政部

外交部

財政部

教育部

法務部

經濟部
衛生福利部
勞動部、臺
北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1.勞就保、農保、退休金及國民年金
勞動部
相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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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領域 次領域

類別名稱

主管機關

2.勞動力發展相關系統
3.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系統
4.勞動基金投資管理相關系統
5.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相關系
統
1.科技研發人才管理相關系統
科技部
2.災害監控輔助相關系統
行政院農業
農業金融監理相關系統
委員會
1.政府基礎網路服務相關服務
國家發展委
2.政府施政管制業務相關服務
員會
3.公文電子交換相關系統
金融監督管
金融監理相關系統
理委員會
僑務行政相關系統
僑務委員會
1.政府採購相關系統
行政院公共
2.公共工程技術相關系統
工程委員會
3.公共工程管理相關系統
1.普抽查資訊相關系統
行政院主計
2.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相關系統
總處
3.主計業務資訊相關系統
行政院人事
人事業務相關系統
行政總處
1.全國藝文活動相關系統
2.會員中心相關系統
3.數位典藏相關系統
文化部
4.文物典藏相關系統
5.國家文化資產相關系統
6.文化藝術事業相關系統
1.故宮安全管理相關系統
故宮博物院
2.故宮文物典藏管理相關系統
中央選舉委
選務相關系統
員會
1.多層次傳銷管理相關系統
公平交易委
2.產業查詢及填報相關系統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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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領域 次領域

類別名稱
1.水費水表營收作業相關系統
2.報案管理相關系統
3.災害應變相關系統
4.救護資料相關系統
1.公共管線地理資訊相關系統
2.醫療資訊相關系統
3.電子化救護紀錄相關系統
4.119 派遣相關系統
水情防災資訊系統
衛政業務輔助系統
跨機關整合服務相關系統
1.社會福利相關系統
2.個資業務相關系統
1.救護紀錄表電子化應用管理系統
2.地政作業管理相關系統
3.道路挖掘管理相關系統
4.市府網路及警政資通訊相關系統
5.教育網路相關系統
財務相關系統
行政輔助重要系統

科技園
區與工
業局

科學工
業與生
醫園區
軟體園
區與工
業區

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金門縣政府
嘉義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各機關

科學園區管理相關系統

科技部

工業區土地與建物資源整合管理暨
智慧化服務系統

經濟部

※各主管機關窗口：
一、總統府及其他機關
(一)總統府：第二局第五科(02)2320-6253
(二)中央研究院：資訊服務處(02)2789-8891
(三)國史館：秘書處(02)2316-1090
二、四院及其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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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院：資訊處(02)2358-5274
(二)司法院：資訊處(02)2361-8577 轉 749
(三)最高行政法院：司法院資訊處(02)2361-8577 轉 749
(四)最高法院：司法院資訊處(02)2361-8577 轉 749
(五)懲戒法院：司法院資訊處(02)2361-8577 轉 749
(六)考試院：資訊室(02)-8236-6267
(七)銓敘部：資訊室一科(02)8236-6855；二科(02)8236-6845
(八)考選部：資訊管理處(02)2236-9188 轉 3247、3225
(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秘書室(02)8236-6931
(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業務組(02)8236-7255
(十一)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資訊室(02)8236-7412
(十二) 監察院：綜合業務處(02)2341-3183 轉 291
(十三) 審計部：審計資訊委員會(02)2397-1366 轉 335
三、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
(一)行政院院本部：資通安全處(02)3356-8060
(二)內政部：資訊中心資訊安全組(02)2513-2276；(02)2513-2234；
(02)2513-2233
(三)外交部：資訊及電務處資通安全科(02)2348-2695；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資
訊小組(02)2343-2860
(四)財政部：(02)2763-1833 轉 6309；(02)2763-1833 轉 1262
(五)教育部：資訊科技教育司(02)7712-9119；(02)7712-9078
(六)法務部：資訊處企劃稽核科(02)2191-0189 轉 7451、7450
(七)經濟部：資訊中心系統管理組(02)2321-2200 轉 8674
(八)交通部：參事室綜合規劃科(02)2349-2051
(九)勞動部：資訊處(02)8590-2847
(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訊中心(02)2312-6976；(02)2312-4632
(十一) 衛生福利部：資訊處(02)8590-6315；(02)8590-6316
(十二) 行政部環境保護署：綜合規劃組(02)2325-7399 轉 5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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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文化部：資訊處(02)8512-6672
(十四)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企劃組(03)577-3311 轉 1602；行政
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防資訊組(02)8195-8669
(十五)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02)2316-5300 轉 6862
(十六)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秘書室(02)2397-5589 轉 8027
(十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資訊服務處(02)8968-0608；(02)8968-0840
(十八) 海洋委員會：資訊室(07)338-1810 轉 261512、(07)338-2831；海巡署
通電資訊組資通安全科(02)2239-9201 轉 266523、(02)2239-9240
(十九) 僑務委員會：資訊室(02)2327-2627；(02)2327-2912
(二十)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統計資訊處(02)2757-1421；(02)27571750
(二十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資訊管理科(02)8559-3086
(二十二) 客家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資訊管理科(02)8512-8526；(02)85128529
(二十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資訊推動小組(02)8789-7638；(02)87897641
(二十四)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維運管理科(02)2380-3925
(二十五)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資訊處第 1 科(02)2397-9298 轉 810；人
事資訊處第 3 科(049)2359-151 轉 3301；人事資訊處第 4 科(02)23979298 轉 840
(二十六) 中央銀行：秘書處機要科(02)2357-1530；資訊處(02)2357-1670
(二十七)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02)6610-3600 轉 2574
(二十八)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技術處資訊管理科(02)2232-2090；
(02)2232-2351
(二十九) 中央選舉委員會：綜合規劃處(02)2397-6908；(02)2356-5185；
(02)2356-5137
(三十) 公平交易委員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產資整合科(02)2351-7588 轉
551、484
(三十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處(02)3343-8219
(三十二)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秘書室(02)7727-6226
(三十三)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行政組(02)2509-7900 轉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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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
(一)臺北市政府：資訊局(02)2720-8889 轉 8585
(二)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02)2960-3456 轉 8589
(三)桃園市政府：社會局(03)332-2101 轉 6425；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03)332-2111 轉 118；水務局(03)303-3688 轉 3638；資訊科技局
(03)332-2111 轉 6961
(四)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04)2228-9111 轉 22302
(五)臺南市政府：地政局(06)632-2231 轉 6807(資訊地價科)、8722(測量
科)；工務局(06)299-1111 轉 8846；警察局(06)635-1459；教育局
(06)213-0669；智慧發展中心(06)299-1111 轉 8741；消防局(06)2975119 轉 1411
(六)新竹縣政府：行政處資訊科(03)551-8101 轉 3771、3751
(七)苗栗縣政府：計劃處(037)559745
(八)雲林縣政府：計劃處(05)552-2922
(九)嘉義縣政府：綜合規劃處資訊管理科(05)362-0123 轉 8738
(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08)732-0415 轉 6337
(十一) 宜蘭縣政府：計劃處(03)925-1000 轉 3350
(十二) 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資訊科(03)822-7171 轉 347
(十三) 臺東縣政府：國際發展及計劃處資訊發展科(089)340785
(十四) 澎湖縣政府：行政處(06)927-4400 轉 211
(十五) 金門縣政府：工務處(082)-325545 轉 62662；衛生局(082)330697 轉
506
(十六) 連江縣政府：行政處(0836)25139 轉 6564
(十七) 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02)2420-1122 轉 1243
(十八) 新竹市政府：行政處資訊科(03)521-6121 轉 339
(十九) 嘉義市政府：應用服務科(05)225-4321 轉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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