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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併以來，臺中市政府以提供嶄

新的「公文整合資訊系統」，並配合中央政府節能減紙政策，推動電子

公文線上簽核機制，使用者可於線上直接借閱電子公文。然而對於過去

的紙本檔案仍須檔管人員入庫調閱，不但無法提升工作效率，更是浪費

許多人力與時間。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為建置一「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提供快

速的紙本檔案掃描建檔機制，及智慧型的查尋功能，並於線上直接調閱

申請、審核、閱印等作業，以達成檔案保存的永久特性，並賦予檔案加

值應用的新契機。本研究所開發的系統不但能改善舊有紙本檔案掃描建

檔所浪費的冗長時間與人力，而且能方便、快速搜尋電子檔案，立即線

上審核、線上閱印，節省調檔閱印的時間，有效提升民眾滿意度。 
未來，本系統將朝加強資安防護、24 小時不間斷服務方向邁進，期

許本研究所開發之系統，能給政府機關一股新助力，有效提升行政效率

與為民服務品質。 
 
關鍵詞：公文整合資訊系統、節能減紙、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智

慧型、檔案保存、檔案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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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緣起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自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併以來，臺中市政府針對公務

機關同仁最頻繁使用的公文文書作業，提供嶄新的「公文整合資訊系統」，

其包括公文管理、製作、電子交換、電子公布欄等功能，另市府為配合

中央政府推動節能減紙政策，陸續推動公文線上簽核、檔案影像掃描、

公文附件上下傳專區等服務（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重點業務介紹，2013）。
然而，對於檔案影像掃描的部分，尚無法提供連貫性的掃描、保存、建

檔的功能，甚至對於公務機關同仁或一般民眾的檔案閱覽、抄錄或複製

等作業，實難善盡提供便捷、親民的服務。 
鑑於文書檔案服務乃政府機關為了滿足民眾「知的權利」，將檔案

資源提供給一般民眾分享與應用的工作（檔案季刊，2015）。近來人民

意識抬頭，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公佈的 103 年檔案管理局及受委

託代管國家檔案之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受理民眾申請

應用國家檔案計有 398 人次、57,032 件，另該局 103 年國家檔案應用服

務之總體平均滿意度 95.26%（吳淑玉，2015），由此可知，民眾對於歷

史回顧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因此，上至中央機關，下至地方政府機關，

若能將文書檔案好好典藏，進一步提供公務機關同仁或一般民眾檔案應

用申請，不但可增進政府行政效率，並且也能提升為民服務滿意度。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避免檔案原件因過度使用而受到傷害，同時為提升檔案資訊利用

介面，俾提供同仁線上調閱檔案，使檔案資訊作業更趨便利，爰本研究

目的是希望政府機關入庫典藏的紙本檔案能透過電子化科技永久保存，

並加以提供檔案的加值應用，冀能達到全面 e 化管理。以此，本所特別

為區公所量身打造，自行研發建置一套檔案數位化及查詢調閱的資訊系

統，以提供檔管人員便利的數位化掃描機制，以減少民眾或同仁借閱檔

案的時間，實質賦予檔案應用新的加值服務。 
本研究透過掃描檔案原件及擴大檔案的使用率，希望藉由建置系統

後達成以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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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紙本檔案電子化掃描機制，方便且快速地將紙本檔案影像檔掃

描保存，並進一步提供檔案應用服務。 
二、建置智慧性的檔案搜尋機制，提供使用者藉由手上僅有的資料，快 
  速智慧型的查詢檔案資料庫。 
三、建置檔案調閱的電子化審核機制，透過線上查詢、申請且線上審核，

節省借閱審核的時間。 
四、提供方便借閱掃描檔的機制，經審核同意後，即可於線上直接閱覽，

甚至列印。 
 

第二章 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第一節 問題背景 
為提高行政效率及配合節能減碳政策，行政院分別函頒「電子公文

節能減紙推動方案」、「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省電、省油、省水、省紙)
專案計畫」以及「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續階方案」，推動線上簽核、電子

公布欄、公文電子交換、線上申辦相關服務及電子化會議等作業，以達

成減紙目標，縮短公文辦理天數（檔案季刊，2015）。 
臺中縣市合併後，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針對資訊系統的共同性，提

供適合同仁使用的資訊系統，如最常使用的「公文整合資訊系統」，包

含公文製作、公文電子交換、表單線上陳核、公文線上簽核、檔案管理

與公文管理，並結合市府 e 化公務入口網、電子公佈欄、政府 e 公務精

靈與市長信箱等服務，給予公務機關同仁完善的功能（如圖一）。該系

統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併提供電子簽核機制後，電子影

像檔的儲存確實方便同仁調閱，對於紙本的公文檔案，若需調閱，依然

須由檔管人員進入檔案庫房取得欲調閱的檔案，依照經審核過的申請項

目給予申請者閱覽、抄錄或複製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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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公文管理暨線上簽核系統，

http://www.im.taichung.gov.tw/ct.asp?xItem=653715&ctNode=14069&mp=115020) 

 
第二節 問題現況 

臺中市政府提供多功能「公文整合資訊系統」，配合節能減紙政策，

提供公文線上簽核功能，以電子公文的方式製作、保存、查詢調閱。然

而，對於電子公文之前的紙本檔案，依照檔案相關法規入庫典藏，並於

「公文整合資訊系統」建立紙本檔案之檔案目錄以提供查詢功能，對於

紙本公文掃描的影像檔並未提供便利、整批連貫性的掃描影像檔保存建

檔作業。爰對於檔案的保存與應用所面臨的問題如下： 
一、檔案保存與維護不易 

所謂的「檔案保存維護」(archive preservation)是將需要保存的檔案

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以確保檔案可持續檢索使用，檔案保存維護措施

的目的是為延續檔案保存壽命並提供即時的閱覽應用。檔案保護措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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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雙層含義：宏觀涵義是指制訂工作政策、培訓技術人員和進行技術研

究與應用等；微觀涵義是專指保護技術，是透過保護政策了解檔案保存

情況，進而採用各種延長檔案使用壽命的方法，其方法包括改善檔案的

保管條件、去除不耐久因素、修復破損檔案、檔案複製等（林巧敏等 2
人，2011）。 

就因為檔案保存與維護不易，加上會有蟲蛀菌侵的危險，為了讓檔

案能夠長久時間保存，可透過資訊技術的協助，將紙本檔案電子化儲存

成影像檔，並備份、異地備援這些影像檔電子媒體（如：光碟片、大容

量儲存硬碟）。 
二、檔案加值應用 

檔案法第 1 條開宗明義揭示，為促進檔案開放與應用，發揮檔案功

能，特制定本法。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目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除健全及推動全國各機關檔案管理事務外，並負責管理及提供具有永久

保存價值國家檔案之應用服務，包括國家檔案應用申請及參考諮詢等

（吳淑玉，2015）。臺中市現行「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提供同仁借閱檔

案功能介面（如圖二），其介面可透過輸入檔號（年度、分類號、案次

號、卷次號或目次號）查詢，亦可直接輸入公文文號進行查詢，另外也

可透過公文資料查詢、檔案綜合查詢等功能提供多條件查詢。 
 

圖二：「公文整合資訊系統」調案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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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非電子公文的紙本檔案透過查詢功能搜尋，僅能獲得檔案

目錄資訊，卻無法看到影像檔，須透過檔管人員調閱檔案庫房已歸檔之

紙本檔案。因此，如果能提供連貫性整批的紙本檔案掃描、保存、建檔

等作業，於公文系統直接調閱查看影像檔，透過系統線上申請、審核、

直接閱印，不但便捷，亦能提升政府機關行政效率及為民服務品質。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內容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為建置全國首創的「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以密集

溝通訪談方式，並以敏捷軟體開發(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實作進

行之。 
一、訪談： 

本研究係將本所秘書室設立為開發團隊，各課室及民眾則為本開

發系統的客戶，兩者透過密集溝通、訪談，不斷地修正系統的功能，以

達到客戶要求（如圖三）。 

圖三：本所敏捷軟體開發進行方式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第 13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入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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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開發： 
本研究系統開發模式以敏捷軟體開發方式進行之，敏捷軟體開發（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又稱敏捷開發，是一種從 1990 年代開始逐漸引

起廣泛關注的一些新型軟體開發方法，是一種應對快速變化需求的一種

軟體開發能力。它們的具體名稱、理念、過程、術語都不盡相同，相對

於「非敏捷」，更強調程式設計師團隊與業務專家之間的緊密協作、面

對面的溝通（認為比書面的文檔更有效）、頻繁交付新的軟體版本、緊

湊而自我組織型的團隊、能夠很好地適應需求變化的代碼編寫和團隊組

織方法，並注重軟體開發過程中人的互動。 
一、詞源： 

敏捷一詞來源於 2001 年初美國猶他州雪鳥滑雪聖地的一次敏捷方

法發起者和實踐者的聚會。 
二、原則： 

●我們最優先的任務，是透過及早並持續地交付有價值的軟體來滿足

客戶需求。 
●竭誠歡迎改變需求，甚至已處開發後期亦然。敏捷流程掌控變更，

以維護客戶的競爭優勢。 
●經常交付可用的軟體，頻率可以從數週到數個月，以較短時間間隔

為佳。 
●業務人員與開發者必須在專案全程中天天一起工作。 
●以積極的個人來建構專案，給予他們所需的環境與支援，並信任他

們可以完成工作。 
●面對面的溝通是傳遞資訊給開發團隊及團隊成員之間效率最高且

效果最佳的方法。 
●可用的軟體是最主要的進度量測方法。 
●敏捷程序提倡可持續的開發。贊助者、開發者及使用者應當能不斷

地維持穩定的步調。 
●持續追求優越的技術與優良的設計，以強化敏捷性。 
●精簡──或最大化未完成工作量之技藝──是不可或缺的。 
●最佳的架構、需求與設計皆來自於能自我組織的團隊。 
●團隊定期自省如何更有效率，並據之適當地調整與修正自己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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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三、敏捷方法的適用性： 

在敏捷方法其獨特之處以外，他和其他的方法也有很多共同之處，

比如疊代開發，關注互動溝通，減少中介過程的無謂資源消耗。通常可

以在以下方面衡量敏捷方法的適用性：從產品角度看，敏捷方法適用於

需求快速變化的情況，如系統有比較高的關鍵性、可靠性、安全性方面

的要求，則可能不完全適合；從組織結構的角度看，組織結構的文化、

人員、溝通則決定了敏捷方法是否適用。跟這些相關聯的關鍵成功因素

有： 
●組織文化必須支持談判 
●人員彼此信任 
●人少但是精幹 
●開發人員所作決定得到認可 
●環境設施滿足成員間快速溝通之需要（維基百科） 
本研究開放的系統以 Wamp 整合包為基礎，在 Windows 系統上架

設簡便的 Apache+MySQL 伺服器，中介語言為 PHP，所以整套合稱為

WAMP，FTP 方面建議以 FileZilla 進行設定，這些所有套件皆為自由軟

體。 
Server 端控制語言為 PHP，Framework 使用 CodeIgniter；Client 端

使用 Javascript，使用 jquery 函式庫（網頁應用程式框架）、排版引擎使

用 Bootstrap。 
WampServer：WAMP 代表 Windows+Apache+MySQL+PHP，除了

這些架站工具外，還內建 MySQL 管理工具 PHPMyAdmin 及 SqlBuddy
等軟體。分為 64bit 和 32bit 版本，安裝前要確認機器上的 Windows 版
本。 

Filezilla： 
為一套 FTP 自由軟體，FTP Server 是用來接收掃描上傳的檔案用

的。 
Codelgniter： 
CodeIgniter 是一套給 PHP 網站開發者使用的應用程式開發框架和

工具包，她提供一套豐富的標準庫以及簡單的介面和邏輯結構；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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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開發人員更快速地進行項目開發，並鼓勵使用模型-視圖-控制器的

架構模式。 
jQuery： 
jQuery 是一套跨瀏覽器的 JavaScript 函式庫，簡化 HTML 與

JavaScript 之間的操作，由約翰•雷西格（John Resig）在 2006 年 1 月

的 BarCamp NYC 上釋出第一個版本，目前是由 Dave Methvin 領導的開

發團隊進行開發，全球前 10000 個存取最高的網站中，有 65%使用了

jQuery，是目前最受歡迎的 JavaScript 函式庫。 
Bootstrap： 
Bootstrap 是一組用於製作網站及網路應用程式的工具，裡面包含有

HTML、層疊樣式表（CSS）及 JavaScript 的框架，提供字體排印、表

單、按鈕、導航及其他各種元件，並提供了 Javascript 擴充套件。對於

同時要提供不同上網裝置及瀏覽器，如一般電腦、手機及平板電腦等瀏

覽的網站及網路應用程式，Bootstrap 提供了 CSS 媒體查詢（Media 
Query），節省網站製作者分別製作不同版本的時間及不便。 

據 2014 年 6 月的統計，Bootstrap 在 GitHub 裡面排名第一，獲得了

7 萬 3 千顆星的評價。不少熱門網站如 MSNBC 與美國航太總署（NASA）

等均使用了 Bootstrap（陳宗儒，2015）。 
 
第二節 研究內容 

本研究將本所秘書室設立為開發團隊，此開發團隊分成兩組：檔案

影像數位化組、軟體系統開發組（如圖四）。檔案影像數位化組主要負

責檔案數位化保存分析，先針對同仁或民眾的調閱偏好進行統計，再進

行優先度分析，以本所近三年檔案調閱紀錄（共 3,354 次）進行偏好統

計，再以檔案的重要性與調閱率排定優先順序。本研究選定公文案名為

「公寓大廈管理」、「新建辦公廳舍（101 前）」、「祭祀公業」、「耕地租約」、

「調解業務」、「文獻古蹟」、「派免調遷」、「任用審查」、「退休（職）」、

「機關組織」等 10 項分類（如圖五），由 103 年度開始掃描，整個掃描

完一個年度的 10 案名卷宗之後，再往前一年度（102 年度）掃描，依序

掃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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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本所「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開發團隊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第 13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入選簡報) 

圖五：檔案影像數位化組進行優先度分析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第 13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入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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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團隊的軟體系統開發組主要負責檔案應用效率提升的工作，經

過密集客戶訪談後，進行系統規劃與開發，再逐步改善系統功能，俾利

達成良好的系統應用績效。本組人員先進行系統的規劃與開發，當民眾

或他機關向本所業務單位申請檔存檔案資料，則由業務單位同仁直接經

由該系統查詢、借調申請、審核、核批及線上閱印的動作（如圖六）。 

圖六：「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第 13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入選簡報) 

 
本研究開發團隊與各課室（客戶）經過不斷地密切溝通，以設計一

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包括「個人資料」、「公文搜尋」、「我的

借閱」、「公文閱印」、「待審列表」、「紀錄查詢」、「權限設定」、「管理人

員」權限等八大項目。 
一、個人資料： 
  包括更改密碼、課室權限、借閱紀錄、操作教學、登出等功能。 
二、公文搜尋： 
  本系統公文搜尋提供強大智慧型的查尋功能，可輸入年度、分類、

案號、卷次號、目次號、案由、來文日期、發文機關、公文文號等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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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去搜尋；使用者可輸入僅有的部份資料，不需輸入全部欲查尋之

項目，就可立即獲得檔案資料。例如：使用者可設定單一年度或一段期

間的年度搜尋，另外搜尋的結果，本系統亦提供「全借」的功能，即指

僅須一按鍵就可以對搜尋的結果全部借閱，便利使用者一筆一筆繁鎖借

閱的困境。本系統搜尋功能如下圖七。 

圖七：「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公文搜尋介紹 
(資料來源：陳宗儒，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管理員手冊) 

三、我的借閱： 
使用者借閱的資料將顯示於「我的借閱」這個區域，使用者便可透

過這個區域確認欲借閱的檔案資料後，即可送出申請，俟審核人員於線

上立即審核後，就可馬上於「公文閱印」區域進行檔案影像檔的閱印動

作。 
四、公文閱印： 

公文借閱經過審核後，借閱者就是使用者可以得到一組長度 14 碼

的密碼，使用者利用該組密碼，即可線上閱印，若申請時有申請公文列

印，則可於線上閱印時進行列印。公文閱印的畫面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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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公文閱印畫面 
五、待審列表： 

 「待審列表」是審核人員所屬的功能，在此功能會顯示申請者輸入

的相關資料，包含承辦人、課室、申請時間、申請 IP、可借閱期限、申

請的資料細節，審核人員透過這些資訊予以判斷是否核准。 
六、紀錄查詢： 

 使用者可看到查尋調閱的歷史紀錄，從這個區域可看到檔案申請的

時間、審核後的密碼、可借閱期限、資料細節、審核狀態。本功能可點

擊申請時間就可匯出檔案應用申請書，直接列印即可。 
七、操作紀錄： 

此功能屬於管理人員的權限，管理員輸入關鍵資訊，即可查詢出何

時、何人、何地(IP 位址)、操作了哪些動作；管理員就可依這些資訊與

資訊人員聯絡判斷是否為惡意的動作，或是有系統資訊安全的問題。 
八、管理人員： 

本項目包含檔案匯入、檔案重編、分類匯入、案名匯入、掃描匯入、

人事權限、課室權限、各項統計、特殊清查等功能。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研究透過敏捷軟體開發，開發出本所客製化的「檔案數位化查詢

調閱系統」，以下將針對檔案保存（即是掃描的進度）、檔案應用與其他

加值的功能作一系統的成果呈現： 
12 

 



 

一、檔案保存成果 
為有效保護實體檔案，本所從 102年 6月至 103年 5月使用手動式

拍攝器共拍攝 99,874頁檔存的紙本檔案，因為使用手動式拍攝器拍攝

的效率差，因此於 103 年 5 月後改成掃描機具掃描檔案，從 103 年 5 月

至 104 年 8 月使用掃描機具共掃描了 48 萬 9,294 頁檔存的紙本檔案。換

言之，原先的手動式拍攝器掃描檔案平均 390.59 頁/日，改進為現在利

用掃描機具掃描檔案平均 2357.14 頁/日，掃描進度大大提升了六倍。各

月份掃描的頁數，如圖九；各月份掃描的件數，如圖十。 

圖九：「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月掃描頁數 

圖十：「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件掃描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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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應用成果： 

本研究係將檔存的紙本檔案掃描成影像檔後，透過系統提供便利的

「掃描匯入」功能，整批地匯入掃描後的影像檔（如圖十一），再由系

統設定的排程建檔，即可提供使用者查尋或閱印的動作。爰民眾申請閱

覽、抄錄、複製檔案或同仁因業務需要調閱檔案，均可透過本系統申請

借調檔案。本系統結合市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提供詳細的檔案資訊，

業務課因業務需要每次檔案借調從原先紙本調閱每件約需 20 分鐘，利

用線上調閱僅需 1 分鐘即可呈現檔案影像；民眾從原先申請調閱紙本檔

案約需 1 小時，利用線上調閱檔存影像檔僅需 10 分鐘；節省人工作業

流程所需的人力與時間，有效提升檢調作業，減少紙張用量，以達節能

減紙之成效，進而創造雙贏便民服務。 

圖十一：「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掃描影像檔自動匯入作業 
 
三、其他加值成果： 
(一)節省檔案庫房實體空間 

為永久妥善典藏公文檔案，本所檔案庫房與其他工作場所明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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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獨立、固定大小的空間；然而機關的文書檔案却與日俱增，總有不

敷儲藏使用的一日，所以若能將已歸檔的公文檔案掃描成影像檔，勢必

可以節省不少實體空間，節省下來的空間就可以好好利用儲存重要、永

久的文件媒體。 
(二)提供民眾線上申請 

為了便利民眾調閱本所文書檔案，本所結合「臺中市線上申辦服務

系統」，民眾於線上填寫申請表單送出後(如圖十二)，本所檔管人員會收

到 E-mail 通知，依照審核流程審查申請案件後，就可通知民眾來所閱

印。 

圖十二：「臺中市線上申辦服務系統」檔案應用線上申請畫面 
 

第五章 建議事項 
 
第一節 立即可行之建議 
一、紙本檔案的修護 

紙本檔案經過長時間的保存，文件必定會有些褪色、殘缺，爰建議

政府機關可編列預算經費，由專業修護機關或單位協助修護珍貴的紙本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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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資訊安全防護 
因本研究是以 WAMP 開發出「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WAMP

是一自由軟體，應不定期地更新、防護即有的漏洞。另本系統以 Windows 
Server 2008 Standard 為平台，作業系統的安全更新、防火牆、防毒等防

護都必需嚴密確實執行。 
三、提升檔管人員專業能力 

面對政府機關最重要的文書檔案，珍藏寶貴的公所歷史沿革、行政

業務文件，檔管人員勢必需擁有健全、專業的檔管能力，才能好好維持

檔案管理業務的正常運作。然而，缺乏專責檔管人力一直以來確實是一

大問題，政府機關若能給予重視，並規劃編列檔管專責專職人員，俾利

負責檔管這一項專業的領域，相信必能發揮檔案應有之功能。 
 
第二節 長遠性建議 
一、系統推廣至其他機關 

本系統自 103 年 8 月正式上線運行至今，除了紙本檔案掃描件數突

飛猛進外，也服務了不少民眾與業務課同仁，系統現在依然正常運作。

本所自行研發建置「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不但永久保存了掃描

影像檔，提升檔案管理品質，更透過檔案影像數位化結合「公文整合資

訊系統」，縮短檢調作業流程，省時、省力又便捷，更將本所的檔案應

用提升到高效率的服務。 
本所於今(104)年代表臺中市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第 13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評獎作業，更有幸獲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第 13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之殊榮；爰本所試想若能推廣「檔

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至其他機關使用，勢必提升政府機關在檔案管

理領域之效能，亦能獲取更多民眾的讚賞。 
二、定期檢測儲存媒體有效性，永久保存電子媒體（電子檔案的檢測困

難性） 
電子檔案管理重點在於蒐集、保存、清理與應用之外，更應加強維

護，以避免電子檔案發生任何的危害，並防止未經授權的存取、收錄、

使用、發布、刪除、竄改與破壞，以確保電子檔案的完整性、真實性、

可靠性、可及性與可用性（許芳銘等 2 人，2013）。雖然本所定期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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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並將電子檔案異地備援於臺中市清水區戶政事務所，但電子

檔案有效性檢測是困難、很難做到的；所以期能藉由專業的電子檔案長

期保存之檢測軟體進行定期檢測，或尋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

建置的「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之諮詢與協助，以期政府機關能解

決電子檔案所面臨之保存、應用及安全等相關問題。 
三、資料庫 DB 端 HA（高可靠度）架構 

本系統以 WAMP 自由軟體建置，資料庫的部分是以 Mysql 為本系

統資料庫，為能夠維持系統運作，若資料庫損壞時，希望能夠有另一台

資料庫伺服器接手提供正常運作；所以如經費允許的話，冀期政府機關

可建置資料庫的HA架構，以防止資料庫損壞時，能即時接手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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