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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各國都在推動電子化政府以提升便民服務效率，我國亦積極推動第四階段電
子化政府，而新加坡政府已擬具其下階段電子化政府的綱要計畫，並於 6 月 20 日至
24 日召開「eGOV Global Exchange 2011」交流研討會。本次會議主軸係發表新加坡下
一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eGov2015 Masterplan），並邀請領導電子化政府的各界專家分
享經驗，創造一個協同合作的政府-策略性提高市民生活品質；分享電子化政府新的趨
勢-管理潛在挑戰的影響；善用科技的力量-符合期望且讓人與科技結合更緊密；技術
提升與新機會-增加電子化政府的效率與效能，同時進而連結人與資訊；並透過四天現
場展覽分享電子化政府的成功案例、解決方案與應用。
此次行程除出席「eGOV Global Exchange 2011」交流研討會，了解各界電子化政府
領域專家分享經驗及新加坡政府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發布外，另外也參觀結合地
方、國際性政府機構及產業界展示他們在可用性與傳遞性提供電子政府最新科技技術
的成功案例和應用，並拜會新加坡相關機關了解電子化政府發展過程及推動策略、電
子化政府績效評估作業、資訊組織角色職能與資訊人力派駐考核機制等規劃內容。
我國適值行政院組織改造階段，本次拜訪 IDA 及相關政府部門最大收穫是新加坡
相關派駐資訊人力機制非常具參考價值，新加坡派駐資訊人力的制度雖與我國公務體
系國情有所不同，未必能完全套用至我國，惟 IDA 統籌資訊人員的完整培訓制度、派
駐人力考核及定期會議溝通協調等機制，非常值得做為我國組織改造資訊人員派駐制
度相關作業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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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及緣起
世界各國都在推動電子化政府以提升便民服務效率，我國亦積極推動第四
階段電子化政府，而新加坡政府已擬具其下階段電子化政府的綱要計畫，並於
6 月 20 日至 24 日召開「eGOV Global Exchange 2011」交流研討會。本次會議主
軸係發表新加坡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eGov2015 Masterplan），並邀請領導
電子化政府的各界專家分享經驗，創造一個協同合作的政府-策略性提高市民生
活品質；分享電子化政府新的趨勢-管理潛在挑戰的影響；善用科技的力量-符
合期望且讓人與科技結合更緊密；技術提升與新機會-增加電子化政府的效率與
效能，同時進而連結人與資訊；並透過四天現場展覽分享電子化政府的成功案
例、解決方案與應用。
根據世界經濟論壇（WEF）本(100)年 4 月 12 日最新公布的「2010-2011 年
全球資訊科技報告」
，在 138 個受評國家中，新加坡在整體網路應用及整備度綜
合排名全球第 2，近年來在各項電子化政府評比均名列前茅，為世界電子化政
府發展先進國家之一。因此藉由出席上述會議以了解新加坡電子化政府的規
劃，理念及推動重點以作為我國規劃的參考。
新加坡政府中有關電子化政府的業務由資訊通信發展管理局（Infor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簡稱 IDA）負責，其隸屬資訊通訊及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MICA），相當於我國的中央三級機關，
統籌掌理新加坡資通訊產業發展、政府機關資通訊政策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主要業務除規劃推動電子化政府服務外，並包括執行面的建立與維護政府資訊
基礎建設，為該國電子化政府推動的主責機關。
為促進兩國經驗交流，本會出席人員經由新加坡 IDA 人員的安排，於 6 月
22 日及 23 日安排參訪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理局（IDA）
、人力部（Ministry of
Manpower, 簡稱 MOM）及科學技術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簡稱 A*STAR）
，實際了解新加坡的電子化政府計畫推動方式及部會機
關的經驗，同時也分享我國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推動規劃及資訊改造資訊
人力派駐規劃，並由該局及相關機關代表分享電子化政府發展過程及推動策
略、電子化政府績效評估作業、資訊組織角色職能與資訊人力派駐考核機制等
相關議題進行意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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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此次行程除出席「eGOV Global Exchange 2011」交流研討會，了解各界電子
化政府領域專家分享經驗及新加坡政府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發布外，另外
也參觀結合地方、國際性政府機構及產業界展示他們在可用性與傳遞性提供電
子政府最新科技技術的成功案例和應用，並拜會新加坡相關機關（IDA、MOM、
A*STAR）了解電子化政府發展過程及推動策略、電子化政府績效評估作業、
資訊組織角色職能與資訊人力派駐考核機制等。
一、 參加「eGOV Global Exchange 2011」交流研討會
z
z
z

時間：2011 年 6 月 20 日（星期一）至 2011 年 6 月 24 日（星期五）
地點：新加坡
議程：

(一) 6 月 20 日的研討會議程，先由新加坡行政部門首長 Mr Peter Ong 致歡迎
詞，並邀請新加坡副總理 Mr Teo Chee Hean 作基本政策演說，並發布下
一階段新加坡電子化政府計畫 eGov2015「成為一個與民眾共同創造和連
結的協作政府」，邀請電子化政府各界領域專家分享經驗，並透過座談
會，重點摘述如下：
1、 Gartner 政府研究室主任 Mr Steve Bittinger 分享下一個十年突破性趨
勢將重塑政府 IT 策略：目前多樣性的科技有影響公眾利益的趨勢，
而這些趨勢將會如何影響政府的 IT 策略。
2、 IBM 服務研究和全球性實驗室副總裁 Dr Robert JT Morris 分享透過服
務的創新提供公眾部門轉變的機會：科技創新運用如何連結民眾和
資訊來塑造一個更智慧的社會，將示範公眾部門的系統服務，如提
供整合服務給更智慧城市、提供整合平台給更智慧政府及更智慧的
健康照護等，這些改變可以改善我們的社會。
3、 軟體技術國際研究學院電子治理資深研究員 Mr James Kang 分享如
何評量邁向有效的電子化政府：全球電子化政府評比已成為強而有
力的工具，作為追蹤電子化政府發展相對進步的國家，運用行動化
領導朝向傳遞多元價值給公眾。
4、 IDA 政府資訊長（GCIO）辦公室輔助執行官 Mr James Kang 分享新
加坡政府與你：從新加坡政府內部到外部整合願景邁向協同運作的
政府。
5、 座談會：討論分享協作政府會帶來什麼影響，政府應該如何來因應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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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丹麥財務部代理董事長 Mr Lars Frelle-Petersen 分享丹麥電子化政府
的發展和計畫。
7、 阿曼資訊技術局總裁 Dr Salim AI-Ruzaiqi 分享中東電子化政府的發
展和挑戰-以阿曼為例。
8、 美國哥倫比亞特區前首要技術官員 Mr Bryan Sivak 分享數位落差推
動經驗。
9、 英國政府前首席資訊長 Mr John Suffolk 分享挑戰更智慧、更便宜、
更綠能的挑戰是電子化政府的機會。
10、 南韓國立資訊社群代理機構資深研究員 Dr Oh Kwang Sok 分享電子
參與和結盟。
11、 麻省理工學院研究科學家 Mr Kristian Kloeckl 分享共同創造一個即時
城市。

圖 1 會議之相關講者及座談會剪影
(二) 6 月 21 日至 6 月 24 日電子化政府展覽，結合地方、國際性政府機構及
產業界展示他們在可用性與傳遞性提供電子政府最新科技技術的成功案
例、解答和應用，參觀者可體驗展示和取得在電子化政府方面的解答，
如教育、醫療保健、司法制度、安全、都市發展和透過電子化服務傳遞
到民眾和企業（如圖 2）。重點摘述如下：
1.

Data Centre Park（DCP）計畫目前仍在初步規劃階段，因此解說人員
無法深入說明完整 DCP 藍圖與績效目標。基本上，本計畫類似韓國
於濟州島建立的機房園區，讓其他公私營組織可以將資通訊環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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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駐於此。但訪談中，新加坡對於本計畫之安全性（例如機房是否可
預防實體攻擊、是否有其他備援中心）尚未有完整想法與規劃。其
實也相當於我國所推動之共構機房策略。
無線上網服務@SG（Wireless@SG），新加坡無線網路環境計畫，這
個計畫的原始構想是來自幾年前台北市政府的無線網路推廣經驗，
整體構想是要打造一個公共區域無線網路隨處可得的理想。由於使
用率很高，因此本計畫延續到 2013 年，並且將原本每人可使用之
512Kb 頻寬提升為 1Mb 頻寬。
推動雲端運算，藉由過去在雲端運算的一些基礎，新加坡於下一階
段將會更深入研擬雲端創新與一些實驗性計畫，並且將搭配提供網
路（資訊）交換服務以及網路驗證與資安監控服務。這些服務與 IDA
目前提供的共享機房服務之間有密切關聯，後續很有可能循 IDA 提
供機關收費服務的模式，由財政部於審查各機關資訊計畫時，要求
各機關不重複建置而是購買 IDA 服務。
行動警政服務，新加坡的警政單位，已利用行動化裝置隨時查詢相
關勤務所需資訊，快速取得資料，落實警察勤務執行，加強為民服
務，提高民眾對治安滿意度。

圖 2 eGov 展覽會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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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加坡發表電子化政府計畫 2011-2015（eGov 2015）
新加坡電子化政府計畫推動機制是由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MOF）及 IDA 共同合作推動（如圖 3），MOF 負責制定資通訊科技運用
政策方向及相關政府計畫之經費核撥；IDA 則扮演新加坡政府資訊長的
角色，主要是藍圖擘劃，提供技術諮詢，協助 MOF 及各政府機關規劃、
管理、推動資通訊計畫及電子化政府專案等之實現。

圖 3 MOF 與 IDA 合作關係
資料來源：http://www.egov.gov.sg/about-egov-e-governance
新加坡在發展電子化政府計畫前期一共分為三個階段：
1.

2.

3.

第一個階段是民眾服務電腦化（Civil Service Computerisation
Programme，CSCP），從 1980 年到 1999 年，民眾服務電腦化的計畫
目的在於通過有效的運用資訊通信技術，重點改善政府行政服務。
第二個階段是 2000 年到 2003 年的電子化政府行動計畫 （
I eGAP I）
，
該計畫目標在推動所有政府服務的線上化，將新加坡打造成為全球
電子化政府領先國家之一。及自 2003 年到 2005 年實施三年電子化
政府行動計畫 II（eGAP II），新加坡政府已成功的發展為民眾與企
業友善且容易便捷使用的電子化政府服務提供者。
第三個階段是整合政府 2010（iGov2010，2006 年－2010 年）5 年計
畫，四大推動策略包含提升電子化服務的普及性和多樣性；增進民
眾在電子化政府中的參與度；強化政府的能力和協同性；以及提高
國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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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加坡政府電子化政府計畫已進入下一階段 eGov2015（2011
年－2015 年），願景是「成為一個協同合作的政府（Collaborative
Government），和人民緊密結合並共同創造資訊價值」，並將透過下列三
大策略來達成願景（如圖 4）：
1.

2.
3.

Co-Creating：共同創造更大的資訊價值－讓客戶（含人民、公部門
和企業）能夠與政府共同創造新的電子化服務，政府作為服務和平
台的提供者。
Connecting：提供主動參與而連結－透過諮詢及蒐集公眾想法，使公
民參與國家政策制定，相當於我國所推動之公民參與。
Catalysing：催化整體政府的改變－透過創新及可行的科技提升整體
政府的協作。

圖 4 新加坡 eGov2015 願景與策略
資料來源：http://www.egov.gov.sg/egov-masterplans/egov-2015/vision-strategic-thru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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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計畫包含兩大主軸，
1.

提供民眾使用，即是對民眾的服務，相當於我國的 G2C，包含下列
計畫（如圖 5）：
(1) OneInbox，提供一站到底的正式及可信任的郵件平台，可以接
收政府正式的文件和資訊取代紙本文件。與我國目前所規劃提
供民眾個人客製化文件及訊息服務的想法一致。
(2) data.gov.sg，提供一個容易找尋且可存取之公共可用性的政府
資料集。與我國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基礎資料庫擴增所規劃之
策略不謀而合。
(3) mGov@SG，是一個一站式行動網站，讓個人及企業容易尋找、
驗證及存取政府的行動服務。與我國第 4 階段電子化政府行動
化電子政府所規劃方向一致。

資料來源：http://www.egov.gov.sg/egov-masterplans/egov-2015/programmes

圖 5 供民眾使用之主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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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政府部門使用，即是公務環境標準化及服務（如圖 6）
，相當於
我國 G2E，包含政府雲端運算（G-Cloud）及整體式政府企業架構
（EA）
，透過 ICT 技術協助政府部門提升效率及節省成本。

圖 6 供政府部門使用之主要計畫
資料來源：http://www.egov.gov.sg/egov-masterplans/egov-2015/programmes
三、 拜會新加坡人力部（MOM, Ministry of Manpower）
新加坡人力部（MOM）類似我國行政院勞委會（即未來勞動部）
，因新
加坡有非常多外來勞工，因此 MOM 的職掌包含就業（政府員工相關勞工問
題）、吸引外來人才、職業安全等職責，目前約有 1,800 名員工，在新加坡
部會中算是相當大的規模。
本次拜會 MOM 資訊系統及技術處（Information Systems & Technology）
處長（Director）Ms Ang Mui Kim（IDA 派駐之 CIO），瞭解新加坡公務機關
資訊部門之人力配置與運作方式，及資訊人力在機關內的資訊治理與 IT 計
畫的執行（圖 7），討論重點內容包括：

圖 7 拜會 MOM 資訊系統及技術處處長 Ms. Ang Mui Kim（Director，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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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OM 資訊系統及技術處組織架構
MOM 資訊系統及技術處是在 2004 年開始與 IDA 簽署資訊人力派
駐合作協議，主要因素是 IDA 會針對資訊人力提供完整訓練，如由部
會自行雇用資訊人力，較難有如 IDA 的專業訓練與職業發展之願景，
無法儲備好的資訊人才。
該處共有下列 4 個功能角色：
1. 資訊科技企業應用（IT Business Application）
：含企業應用團隊及 ITO
契約。
2. 策略規劃及治理辦公室（Strategic Planning & Governance Office）
：IT
策略的規劃、資源規劃及優化管理、電子治理等。
3. 資通訊科技基礎建設（ICT Infrastructure）
：符合 SOE、ICT 稽核、ICT
安全及網路回復等。
4. 資通訊系統與維運（ICT Systems & Operations）：系統基礎建設專
案、應用基礎建設服務、ICT 維運等。
(二) IT 計畫制定流程
IT 計畫的整體規劃是透過共同規劃的流程，達到策略性、企業及
原始的產出，其規劃流程說明如下：
1.

2.

3.

MOM 的 IT 主計畫（IT Masterplan）是根據 MOM 的業務計畫發展
規劃，並納入 IDA 所訂出整體性政府（WOG，Whole-of-Government）
相關政策，訂出 MOM IT 主計畫及部門的 IT 計畫，並產生策略性
及企業性產出，納入年度 IT 工作計畫中，確保與 IDA 的方向一
致。而 IDA 本身的 WOG Plan（電子化政府計畫）在草案階段都
會徵詢各部會 CIO 的意見，Ang 會代表 MOM 提供意見，因此可
以確保 WOG 不會與部會的政策有大幅差異。此外，多數部會 CIO
均由 IDA 派出，也加速了就 WOG Plan 溝通的效率。
MOM 的資訊專案預算，大部分在業務單位（budget sits in user
department）
，其他則來自 IT 部門。業務單位的資訊計畫與預算仍
須經過 IT 部門的審核，並就專業部分諮詢 IT 部門。
業務單位提出的資訊計畫必須經過 MOM 的 IT 指導委員會通過，
然後資訊計畫依據金額大小，仍須跟 IDA 報告，資訊專案金額小
於一定金額，只要填寫計畫查核表送到 IDA 即可，一定金額以上
的 IT 計畫若需額外經費，必須向 MOF 提出計畫申請，將所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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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文件送給 IDA，經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確認後再依整體電子
化政府方向及政策執行。
(三) MOM 的資訊治理
1.

2.

3.

4.

MOM 的 IT 指導委員會（IT Steering Committee）是由該部資深主
管及 Ang（IT 部門主管、CIO）每週定期開會，並依照 MOM 各個
業務單位設立對應的 IT Account Management Committee（使用部門
管 理 委 員 會 ）， 另 由 資 訊 計 畫 管 理 委 員 會 （ Project Steering
Committee），追蹤專案執行進度及掌控專案品質。
MOM 許多 IT 相關的計畫，經費都來自 MOF，因此部會的 IT 計
畫通常均會依照 WOG Plan 的政策，MOF 會召開 E-Gov Council，
由 IDA 協同協調部會計畫與預算。此外部會也必須定期回報相關
計畫指標績效，而部會高層首長（Deputy Secretary）必須參加 E-Gov
Council 報告部會相關進度。
MOM 基本上依照 IDA 政策，配合進行資訊的集中整併。MOM 本
身擁有資料中心（Data Center），但僅放 MOM 內部使用的應用系
統，其他提供民眾服務的系統，均放在政府資料中心（Government
Data Center，簡稱 GDC，是由 IDA 負責營運），而放在 GDC 的應
用系統，則依據 GDC 所訂的計價標準付費，主要是採成本回收法
來計畫（Cost Recovery Model for Charging）
，計價方式都是由 MOF
核准。
IT 計畫制定過程必須要依循相關政策及標準、標準作業流程、指
導方針及最佳慣例、基礎設施及架構等，在這些已建立的 IT 治理
框架中，確保資訊系統的整合性及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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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拜會新加坡科學技術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簡稱 A*STAR）
新加坡 A*STAR 類似我國的中央研究院，國科會加上科學園區，本次
拜會資訊系統及技術處（Information Systems & Technology）處長 Ms Mui Ken
CHUNG（IDA 派駐之 CIO）
，瞭解新加坡公務機關資訊部門之架構、運作方
式與人力配置等（圖 8），討論重點內容包括：

圖 8 拜會 A*STAR 資訊系統及技術處處長 Ms Mui Ken CHUNG
(一) A*STAR 資訊組織架構
A*STAR 資訊部門由 IDA 派駐人員及原有資訊人員構成，整個架
構由分散式轉往集中式發展。
這種模式（即部會裡多數資訊人員非由 IDA 派駐）比較少見，但
只要 IDA 認可此模式，便可沿用，IT 部門的架構由 A*STAR 自己決定。
該處主要分三大功能角色：資訊科技應用（IT Applications）
、資訊
科技規劃及治理（IT Planning & Governance）及技術服務（Technical
Services）
，其中 IDA 派駐 1 位擔任 CIO 及 2 位分別擔任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技規劃及治理部門的副主任。
(二) 部會資訊人力配置方式
IDA 派駐人員每年都需接受考核，另在指揮體系方面，須向由數
個 CIO 或資深資訊經理（IS Manager）組成的分組主管（Cluster Director）
報告，分組主管再向 Government CIO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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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拜會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理局(IDA,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本次拜會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理局負責電子化政府策劃及擔任 ICA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國
家代表的 Mr. Amos TAN （Deputy Director）
（圖 9）及政府資通訊治理部門的分
組組長（Cluster Director）Mr. Lo Yoong Khong（圖 10）
，瞭解 Standard ICT Operating
Environment（簡稱 SOE）制定過程及相關要件內容、新加坡政府組織及 IDA 資
訊組織運作、人力派駐規範、績效考核機制、資訊業務計畫推動等寶貴經驗，
本次討論的重點內容包括：

圖 9 拜會 IDA 負責電子化政府策劃 Mr.
Amos TAN

圖 10 拜會 IDA 政府資通訊治理部門分組組長
Mr. Lo Yoong Khong

(一) 新加坡政府組織
新加坡政府組織中部會（Ministry）層級如 MOF、MOM 等（圖 11）
的人力（Civil Servants）
，主要都由 Public Service Division（簡稱 PSD）調派
（http://www.psd.gov.tw）
，PSD 隸屬首相辦公室，並負責政府相關政策制定。

圖 11 新加坡政府組織架構-部會層級
資料來源：http://www.sgdi.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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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法定機構（Statutory Board，簡稱 SB）為特定組織，相較言類似我
國的行政法人，通常是隸屬新加坡政府部會所管轄，多半為執行政策，較
少制定政策（基本上政策是由部會制定）
，如 A*STAR、IDA 等（圖 12），
其員工（Government Employee）可由機構自行僱用，並非屬公務員，因此
組織運作的彈性較部會更大。
法定機構仍要遵守政府基本政策（Government Instruction Manual，簡
稱 IM），且須接受部（Ministry）的監督，如 IDA 隸屬於資訊通訊及藝術
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MICA)管轄，且預算
來自部會，但員工之僱用權與薪資標準等均有其自主性。

圖 12 新加坡政府組織架構-法定機構
資料來源：http://www.sgdi.gov.sg/
在公務員體系中，最高首長為常任秘書（Permanent Secretary），為公
務員體系中的菁英，每個月定期由常任秘書召開會議，稱為 Committee of
Permanent Secretary（CoPS），透過會議訂定政府重要的政策、部會相關電
子化政府計畫執行進度及各部會溝通協調等。
(二) IDA 資訊組織運作
IDA 是在 1991 年由新加坡國家電腦局（National Computer Board）與新
加坡電信局（Telecommunic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合併而成，隸屬於
MICA 下的一個組織，統籌掌理資通訊產業發展、政府機關資通訊政策之
研議、協調及推動，為該國電子化政府推動的主責機關，有下列 4 個主要
功能角色（圖 13）：
1、 資通訊產業發展推動（Infocomm Industry Developer）
：負責協助新加
坡資通訊產業的活力與競爭力發展。
2、 政府部門資訊長（Government CIO）：負責電子化政府整體發展計
畫之規劃及政府部門使用科技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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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經濟轉型部門（Sector Transformation）：運用尖端及創新資通
訊技術推動關鍵的經濟領域轉型。
4、 人員培訓部門（People Sector Enrichment）：負責推動關鍵人員部門
轉型與提升民眾對資通訊的運用。

圖 13 IDA 業務職掌架構
IDA 的政府部門資訊長 Government CIO（GCIO）目前最高主管為 Jame
Kang，其分成兩部分，一部份為 Government CIO（政府 CIO），作跨部會
整體性的資訊服務，必須向 MOF 及 MICA 報告；另外一部份為 Agency CIO
（部會 CIO），即資訊人力，必須向 Government CIO 報告。在 IDA 總部的
GCIO 主要負責 Whole-of-Governnment（WOG）的業務。
IDA 尚有很多職掌（Missions）
，目前新加坡的資訊公司有 90%為本地
公司，10%為國際公司，為協助 IT 產業發展及新加坡 IT 公司走向國際化，
IDA 都會定期舉辦產業論壇（industry briefing session）將扶植產業相關的
措施、國際市場開拓活動等作相關說明，並透過舉辦相關國際化活動，促
使產業打開國際市場，因此所有公司均樂意參與 IDA 舉辦的活動。在資
通訊產業發展推動方面，主要朝產業開拓國際市場（internationalization）、
提升本地資訊公司的技術水準（如補助部分公司開發創新服務等）兩方面
著手。
IDA 政府 CIO 的主要工作就是訂定 WOG 政策，讓所有部會 CIO 遵循，
部 會 CIO 最 主 要 的 工 作 ， 就 是 訂 定 部 會 的 IT 計 畫 ， 並 確 保 與
Whole-of-Government 的政策（電子化政府政策）一致。部會的 IT 主計畫
（Masterplan）通常為 5 年，另外每年會依據施政方向、政府 IT Master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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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發展部會 IT 工作計畫（Workplan）
，IT 工作計畫確認後，再回饋並更新
IT 主計畫。
由 IDA 派出的 CIO 與 IS Manager，會與 IDA 總部的資深主管等每月
會定期開會，為協調跨部會資訊政策等事項，IDA 會舉辦許多 CIO forums，
部會 CIO 可視時間參加，也有定期會議、研討會或焦點座談、問卷調查等
協助部會 CIO 掌握當前發展趨勢。政府部門 Government CIO 與派駐部會
Agency CIO 透過下列相關會議進行溝通協調：
1. IDA GCIO 每月定期召開與部會 CIO 協調會議。
2. 政府 CIO 論壇，由 IDA 的 GCIO 辦理，大約幾個月辦理一次，但
沒有強制出席。
3. 分組（Cluster）會議，由分組主管決定開會頻率，通常是每月或每
季召開。
4. 產業會議，每年召開一次，宣布來年重大資訊採購計畫，這部分是
與 MOF 共同舉辦，並屬產業論壇的一部分。
5. 每季有相關 CIO Forum 等會議。
(三) 資訊人力派駐、考核機制及訓練
目前 IDA 派駐部會資訊人力共計有 47 個政府機關有 IDA 的資訊人力
派駐擔任 CIO 或資深資訊主管（IS Manager），其中有 27 個機關由 IDA 派
出人員擔任 CIO，其他 20 個機關，雖有自己的 CIO，但大部分資訊決策
主要由 IDA 派出的 IS Manager 負責。
部 會 欲 使 用 IDA 之 資 訊 人 力 服 務 ， 必 須 與 IDA 簽 署 備 忘 錄
（Agreement、MOU）
，也稱為年度使用計畫（Annual Engagement Plan）
，內
容包含使用多少 IDA 派駐人力及相關的人事政策（如考核方式等）
，派駐
人力多寡是由 IDA 到部會去評估。IDA 與部會簽訂派駐備忘錄（MOU 或
Agreement），主要有兩種模式：
1. 與部會簽訂績效型合約模式，內容只會訂定 IDA 所提供給部會的
服務水準（SLA），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部會主要考量所需的產出，
不用考量需多少人力，適合部會每年都有新的資訊專案，而無法確
定需要多少人力者，但缺點是 SLA 並不容易訂，且部會需要有良
好的資訊專案規劃。
2. 簽訂所需人力合約(by headcount)模式，內容就是需要的人力類別，
如 CIO、IS Manager、Staff 等，這種模式計價標準非常明確，即依
所需資訊人力支付相對的人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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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 派駐人力有輪調機制，至少需在一個機關派駐 2-3 年，3 年之後
可申請轉至別的部會，若是資深 IT 人員或 CIO，則至少需在一個機關派
駐 3-5 年才可輪調，但同一個部會的派駐人力不能 2 人以上同時輪調，以
確保資訊業務延續性。輪調的好處是資訊人員可以強化學習，加強跨部會
的視野，此外派駐人員每年可向主管反映其轉任需求或訓練需求。
GCIO 相當重視人員訓練，在 GCIO Wing 內部有個部門，稱之為服務
管理能力發展單位（Service Management Capability Development，簡稱
SMCD）
，會將所有資訊人力的能力作對應（mapping）
，視人員的需要安排
適當的訓練。如 CIO 需要具備技術能力與業務能力，不一定需要一定的條
件或取得相關憑證才能當部會 CIO，其訓練需求一定和資訊技術人員的需
求不同。早期 SMCD 與新加坡大學的系統科學中心（Institute of System
Sciences）合作提供相關訓練課程，如專案管理等，現在則發展較多元的
訓練管道。目前 SMCD 也要建立類似資訊職能地圖（competency profile），
但還在進行中，尚未定案。
IDA 派駐的資訊人力，含部會 CIO 或資深資訊主管（IS Manager）等，
其考核方式是 360 度評估法，每半年由部會 CIO 或資深資訊主管在 IDA
的主管（通常為分組主管 Cluster Director）進行評估，評估時，IDA 的主
管會同時諮詢使用單位意見（通常為部會的常任秘書、副 CIO 等的意見）
再評估，且 IDA 的考核結果需由更高層的主管覆核（counter signing
officer）
，通常是 IDA 的副首長 （在功能角色上，為政府 CIO）
。此外，每
年也會針對部會進行滿意度調查，將滿意度調查問卷送給部會（客戶）、
資訊部門的人進行填寫，做為考核評估參考。主要分 4 個部分來評估其績
效：
1.
2.
3.
4.

溝通能力；
業務知識；
與部會客戶的溝通與參與情況；
整體計畫績效。

IDA 為確保各部會電子化政府計畫執行符合進度與相關績效，部會需
要定期（每年兩次）填寫 iGrow 系統執行進度，在 iGrow 所填寫資料都必
須經過部會的常任秘書看過才能送到 IDA，部會填寫完後送給 IDA，再由
IDA 審查後給 MOF。iGrow 系統填寫內容類似評分表，最主要包含兩部分：
1. 一部份為部會自我評估（self assessement）
，包含資訊專案執行過程
等資訊、是否符合相關 IM 規定或其他 WOG 方向。
2. 另一部份為實證性資料（factual data）
，如新專案是否能協助部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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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經費等。
所有政府機關在資訊計畫方面都需遵循 MOF 相關的政策，如果有特
殊情況不能遵循者，需向 MOF 報告。iGrow 最主要目的不是在稽核，而
是在讓部會自行瞭解其資訊計畫治理的成熟度。
(四) SOE 推動
推動 SOE 目的主要是一致化政府共通的資訊服務及其水準（可共享
更新程式，shared security patches），並藉此達成經濟規模。依據 IDA 的政
策，所有政府機關必須在 2012 年施行 SOE。
部會需針對所有業務系統，測試在 SOE 環境的相容性。SOE 包含服
務有(1)即時訊息 IM、(2)安全列印(secure printing)、(3)電子郵件、行動郵件、
ipad 上的 email、(4)個人防火牆服務、(5)防毒服務、(6)網路服務、(7)網際
網路服務、(8)包含行動裝置等，使用軟體憑證等、(9)VPN 等。目前在行
動化服務部分，新加坡正在訂定行動服務標準、資料標準等，如在 mobile
implementation guidleines 均有訂定相關介面標準。
參、心得及觀察
(一) 新加坡政府機關人事晉用彈性大，公私部門均可輪動
新加坡有 15 個 Ministry（比照我國行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層級的
機關及 73 個 Statutory Boards（比照我國中央三級機關）
層級的機關，Ministry
層級的機關人員才算是公務員（civil servant）
，Statutory Boards 層級的機關
人員不算是公務員。機關人員的任用並無考試任用機制，政府部門對於人
事晉用的方式與私部門人事晉用較類似，且可以在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輪
動，人才晉用也相對較有彈性。
由於新加坡機關人員可以在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輪動，因此公部門可
在私部門再次學習相關技能與產業生態後，再回到公部門貢獻所學，或者
公部門也可以直接聘用私部門人才，促進政府運作效能。
我國公務體系制度與新加坡截然不同，我國政府機關人事的晉用主要
來自公務人員國家考試，且公務人員的輪動僅限於公部門間的商調，一但
投入私部門領域相對要放棄公務門的相關職務，因此人事晉用的彈性受到
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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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加坡政府資訊部門的運作方式趨近一條鞭體制
新加坡 15 個 Ministry 層級的機關中，MOF 兼具我國主計處、財政部
及部分經建會的角色，所有機關要申請經費均須由 MOF 審查，MOF 也會
審核機關提出的計畫及發佈一些採購或標準化的規定，而且以 MOF 名義
發佈的相關規定，機關通常都會遵守（為了要順利取得經費）。
就新加坡政府資訊業務的運作，MOF 及隸屬於 MICA 下的 IDA 是關
鍵機關，截至目前，IDA 已經透過 MOF 直接或間接提出共同資訊相關規
範、共用機房、共通公務環境等項目，其他機關若不願配合，就必須向
MOF 解釋，否則預算編列就會受影響；而基於資源共用，MOF 也會要求
機關所提計畫須配合 IDA 的規劃，其他包括機關資訊人力總數、資訊作
業前瞻性調查等，也都需要 MOF 同意，而 MOF 也會詢問 IDA 的建議。
目前 Ministry 層級機關的 CIO 大部分來自 IDA，即使機關 CIO 並非來
自 IDA，也會因為 MOF 與 IDA 的緊密合作關係，讓機關資訊計畫及預算
支應方向與 IDA 所規劃的方向一致。如此，新加坡政府資訊部門與 IDA
合作更為密切，且受限於 MOF 對於資訊計畫的規定，因此政府資訊部門
已趨近一條鞭體制。相對於資訊部門趨近一條鞭的體制，新加坡的人事、
主計、政風部門反而並無此種模式。
相較於我國，現行中央行政機關 38 個部會（含院本部）之人事、主
計、政風是一條鞭的體制，而資訊部門計有 12 個部會設置正式資訊單位，
13 個為任務編組，其餘 13 個則與其他單位整合設立方式推動資訊業務，
且部會所屬中央三級及四級機關設置資訊單位之標準不一，並無一條鞭的
模式，配合此次行政院組織改造契機，資訊單位組織之設計係以國家長遠
發展為考量，經由資訊資源（含人力）向上集中，藉由上級機關統籌本部
（會）及所屬機關資訊業務的整體規劃及推動，似可朝類似資訊部門一條
鞭的模式運作。
(三) 政府部門資訊人力的派駐是以利潤中心制度運作，因此派駐人力與部
會間基於互相信任密切合作，不受考核評估機制的影響
IDA 派駐至各機關的人力與我國制度不同的是，新加坡機關的資訊人
力或資訊服務提供必須付費，其機制類似私部門利潤中心制度，因此其他
機關使用 IDA 派駐人力、機房服務、共用系統服務等，都要付費，不像
我國公務人力預算直接編入人力使用機關的年度預算中。而 IDA 因派駐
機關人力取得機關所支付費用後，必須向私人企業一樣繳納費用，且額度
會有級距的差異，如果派出人力過多，超過一個級距，則所付費用就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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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因此機關要使用較多 IDA 派駐人力，可能就會被 IDA 要求分攤其所
支付的費用。
IDA 派駐資訊人力至各機關後，仍會定期參與 IDA 的 CIO 會議，且
平時若有跨機關事項須協調時，則會由 IDA 內的 cluster director 協調。IDA
內有多個 cluster director，每個 cluster director 負責幾個功能類似或互補機關
CIO 之間的橫向協調工作，而這些派駐到各機關的 CIO 也要在定期會議向
其所屬之 cluster director 說明相關工作進展。
IDA 派駐至各機關的人力，主要是協助各機關資訊發展，如果涉及整
體資訊業務的部分，則必須遵循 IDA 的原則與方向辦理，且盡可能讓各
機關使用 IDA 所開發的共用資訊資源。而 IDA 駐守總部的同仁主要就是
規劃電子化政府整體發展方向、制定相關規範、並且建置共用性資訊資源
以提供其他機關使用。對於各機關資訊人力之晉用，其 IM 也有基本規範，
因此派駐機關 CIO 在扮演各機關與 IDA 間的協調規劃角色時，除了遵循
相關規範外，並透過輪調管理及績效考核等機制溝通協調，並基於彼此之
間互相信任的默契，密切合作，凝聚所有資訊部門對政策的了解與共識。
此機制並不完全適合我國公務體制，惟在資訊人力派駐之輪調、績效
考核及資訊人員與派駐服務機關間之溝通協調等機制，可作為此次我國行
政院組織改造中資訊改造的資訊資源向上集中政策參考，進一步協助我國
各部會之資訊單位建立一套適合各機關的資訊人力派駐原則及管理規
範。整理以下幾項心得：
1. 有關組織改造資訊人員向上集中派駐所屬服務的方式，派駐人員之
績效考核方式，建議可比照新加坡的考核方式採 360 度評估法，定
期（如每季）由部會資訊單位主管進行評估，評估時同時諮詢派駐
服務機關（構）單位主管意見，每年並針對派駐服務機關（構）進
行滿意度調查，將滿意度調查問卷送給該派駐服務機關（構）各單
位的人進行填寫，做為考核評估參考。可透過定期會議了解派駐人
員是否落實部會的資訊政策，並由下列 4 個部分來評估績效：
(1) 溝通能力。
(2) 業務知識及專業技能。
(3) 與派駐機關（構）的溝通與參與情況。
(4) 整體資訊政策的落實及相關計畫的執行績效。
2. 派駐人員之輪調機制，建議至少需在一個機關（構）派駐 3-5 年才
可輪調，但同一個機關（構）的派駐人力不能 2 人以上同時輪調，
以確保資訊業務延續性。輪調的好處是資訊人員可以強化學習，加
強跨機關的視野，此外每年可詢問派駐人員輪調需求或訓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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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DA 對資訊人力提供完整訓練，容易留住好人才
新加坡 IDA 的運作關鍵成功因素在於對於資訊人力的訓練制度，IDA
的運作方式相當有效率，且 IDA 的人事政策相當進步，將資訊人力分成
不同的群組，如 CIO、分析（business analytics）、業務系統（business
applications）、技術服務（Technical Services）等，給予不同群組適當的訓
練，以專業智能與職業發展為願景目標，並透過人力可在公私部門間適當
輪調，因此容易留住好人才。但如果部會已經有自己的資訊人力者，比較
會有管理控制問題。
我國目前雖有資訊相關的訓練，惟較無整體性且長程的訓練規劃，配
合此次行政院組織改造契機，期未來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理處之任務編
組「資訊人力資源與國際合作中心」能整體性規劃與推動行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資訊人力資源完整訓練。
我國各部會亦應重視資訊人員訓練，可參考新加坡制度將所有資訊人
力的能力作群組對應（如 CIO、系統分析、業務系統應用、基礎建設技術
服務、專案管理等），視不同群組人員的需要安排適當的訓練。可與我國
相關大專院校合作提供相關資訊訓練課程，如專案管理等，以多元的訓練
管道建立資訊職能地圖（competency profile）。
肆、建議
(一) 本次「eGOV Global Exchange 2011」交流研討會內容，請各界電子化政
府領域專家分享經驗，並發表新加坡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是較
為美中不足的地方，僅得知新加坡下一階段的遠景和三大策略，無法
由研討會及展覽會場中了解主要電子化政府計畫執行策略。我國第四
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目前已透過網站公布，雖各主要旗艦及相關計畫
內容詳實，惟對以往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執行成果及未來階段電子化
政府計畫的策略規劃，僅能透過網站公開揭露，未來建議辦理類似研
討會，一方面呈現以往成果，另一方面也對未來策略規劃進行交流擴
大宣導。
(二) 我國適值行政院組織改造階段，本次拜訪 IDA 及相關政府部門最大收
穫是新加坡相關派駐資訊人力機制非常具參考價值，新加坡派駐資訊
人力的制度與我國的公務體系有很大的不同點，雖無法完全套用至我
國，惟 IDA 統籌資訊人員的完整培訓制度、派駐人力考核及定期會議
溝通協調等機制，可做為訂定我國組織改造資訊人力派駐原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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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施政計畫管考方面，可參考新加坡 iGrow 系統執行進度做法，建議
可透過政府計畫管理資訊網（GPMnet）相關功能流程修正，建立一部
分為部會自我評估，包含資訊專案執行過程等資訊、是否符合相關規
範或資訊政策方向，建立專案管理的機制；另一部分為實證性資料呈
現，如創新計畫是否能協助部會節省經費等概念。最主要目的不是在
稽核管考，而是在讓部會自行瞭解其資訊計畫治理的成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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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
6 月 21 日至 6 月 24 日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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