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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電腦應用概況調查 
1.填表人：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分機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 

 95 年底經常僱用員工人數：________人。 

   ▲經常僱用員工：指 95 年底已僱用 3個月或預期僱用 3個月以上之員工，但不包含短期臨時人員、一般性工友、司機、警衛、

學生。 

2.95 年貴單位使用電腦狀況。 

 2-1.貴單位有無使用個人電腦(含筆記型電腦、教學用電腦)或工作站？ 

   ▲個人電腦：不包含終端機、週邊設備、櫃員機、伺服器。 

   □無 (以下全部免填) 

   □有，a.95 年底共計______台(含教學用電腦)，其中採用 Linux 作業系統______台。 

      b.95 年底電腦教室______間，電腦教室用電腦______台。 

      c.95 年間新購(租)______台，報廢______台。 

 2-2.貴單位有無使用伺服器(含小型以上主機)？ 

   □無 (續答問項 3) 

   □有，95 年底共計______台。 

   a.按購置或租賃金額分： 

單 價 未滿 50 萬元 
50 萬元至 

未滿 100 萬元 

100 萬元至 

未滿 1000 萬元 
1000 萬元以上 

台 數 台 台 台 台

   b.按作業系統分： 

伺服器 

作業系統 

Windows 

伺服器 

UNIX 

伺服器 

Linux 

伺服器 
其他 

伺服器台數 台 台 台 台

   c.95 年間新購(租)______台，其中新購採用 Linux 作業系統______台。95 年間報廢______台。 

3.95 年貴單位員工工作上使用電腦人數？________人；或占員工人數比率？________﹪。 

4.95 年貴單位使用網路狀況。 

 4-1.95 年貴單位有無連結網際網路(Internet)？□無 □有 

 4-2.貴單位截至 95 年底有無建置全球資訊網網站(WWW)？ 

   □無 

   □有，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置方式(可複選)： 

      □自行建置 □委商建置(含由外單位或總公司統籌辦理)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處 

核定文號：處普三字第 0940007691 號 

有效期間：至民國 97 年 12 月底止 

調查週期：定期按年調查 

本調查所填個別資料係供整體

統計分析參用，個別資料絕對

保 密 ， 請 據 實 填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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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貴單位截至 95 年底有無建置電腦使用的無線網路基地台(Access Point)？□無 □有，_____台。 

 4-4.貴單位截至 95 年底有無建置企業內部網路(Intranet)？□無 □有 

   ▲企業內部網路：運用網際網路技術，在企業內部建立僅供組織成員或經授權人員使用之網站及數位化應用，如：企業資源規

劃、產品資料管理、訊息傳遞溝通、內部行政管理、數位學習及知識管理等。 

5.貴單位有關資通安全之現況。 

 5-1.貴單位截至 95 年底有無建置資安防護裝置？ 

   □無 

   □有，項目(可複選)： 

      □防毒(Anti-Virus) □防火牆 □入侵偵測系統 □漏洞偵測系統 □其他________。 

 5-2.95 年間貴單位有無遭遇資通安全事件？ 

   □無 

   □有，項目(可複選)： 

      □遭電腦病毒攻擊 □遭駭客攻擊 □被植入後門程式 □資料遭竊或被破壞 

      □網頁被置換 □其他________。 

6.貴單位進行電子商務交易概況。 

   ▲電子商務交易：指透過網際網路從事商品或服務的採購與銷售，但收付款項或運送方式可採線上
或非線上處理。 

 6-1.95 年間貴單位有無透過網際網路從事商品或服務的銷售？ 

   □無 

   □有，a.占營業額比率：□小於1%□1%~未滿2%□2%~未滿5%□5%~未滿10%□10%~未滿25%□25%以上。 

      b.有無利用線上收款？□無 □有 

 6-2.95 年間貴單位有無透過網際網路從事商品或服務的採購？ 

   □無 

   □有，其中有無利用線上付款？□無 □有 

7.95 年間貴單位有無資訊相關經費支出？ 

   □無 (續答問項 8) 

   □有，資訊總支出經費(含資訊委外服務經費)________千元，占貴單位總支出經費比率_______%。 

   ▲資訊相關經費支出：是指實際支出費用，非預算數。 

   ▲單位總支出：係指貴單位 95 年全年各項成本費用支出。 

 7-1.上列經費分配比率：(請四捨五入整數計列) 

項 目 硬體經費 軟體經費 
電腦通訊 

經費 

資訊人事 

經費 
其他 總計 

分配比率 % % % % % 100 % 

   ▲硬體經費：包含硬體購租、維護等費用，及與硬體操作或管理有關之委外服務費用。 

   ▲軟體經費：包含軟體購租、維護等費用，及與應用系統開發有關之委外服務費用。 

   ▲電腦通訊經費：電腦通信用之電話、專線等相關經費。 
   ▲資訊人事經費：為單位內部資訊人員之人事相關經費。 

   ▲其他經費：包含 a.資訊人力委外服務費用。 

           b.消耗品：含報表紙、磁帶、磁片、碳粉、色帶及油墨等支出費用。 
           c.資訊訓練費用。 

           d.其他資訊行政管理費用：含機房裝修、水電、空調等支出費用。 

       ﹝請續答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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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其中 95 年間有無資訊委外服務情形？ 

   □無 

   □有，經費________千元。 

   上列經費分配比率：(請四捨五入整數計列) 

工作項目 
軟體開發 

與維護 

資通訊 

設備管理 
整體規畫 資訊人力 系統整合 其他 總計 

分配比率 % % % % % % 100 % 

   ▲若無法區分多種委外服務工作項目，以主要項目合併填寫，硬體維護不予列入。 

   ▲資通訊設備管理：如委外管理網站、委外管理機房、…等。 

   ▲整體規畫：如應用系統委外整體規劃設計、…等。 

   ▲資訊人力：如以駐點人力或購買人力...等人力計價者。 

   ▲系統整合：如應用系統與應用系統間之系統整合或資料整合等。 

   ▲其他項目：包含網路服務、資料登錄或處理、顧問或訓練推廣等。 

   ▲95 年度開始執行但尚未完成者亦填寫；但以前年度填寫過之持續性委外項目，無須重覆填寫。 

 7-3.其中 95 年間資通安全經費支出占資訊總支出經費比率______%。 

   ▲資通安全經費：含防毒、防火牆、入侵偵測、安全監控、電子簽章、虛擬私有網路(VPN)等相關設備或服務經費。 

8.貴單位截至 95 年底有無資訊人員？ 

   □無 (以下全部免填) 

   □有，截至 95 年底_____人，較 94 年底增加_____人或減少_____人。 

 8-1.95 年底貴單位資訊人員薪資： 

職 務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案管理 系統分析 程式設計 系統管理 機器操作 其他 

人 數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平均經常性

月薪(代碼) 
       

   ▲主管及監督人員：指資訊部門正副負責人及以下之各級主管。 

   ▲專案管理：指專案負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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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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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管理及維護等工作。 

   ▲機器操作：指系統操作人員，不含業務部門之資料登錄或終端機操作人員。 

   ▲其他：指資訊單位之資料輸入人員、客服人員或行政人員。 

   ▲業務部門為配合本身業務需要而使用電腦設備之人員不予列入。 

   ▲若工作項目涵括數個職務時，請選其主要職務一項填寫即可。 

   ▲學校如教授、講師、助教等以主要負責工作決定其職務歸屬。 

   ▲平均經常性月薪：平均每人按月給領之經常性薪資，包括按月本薪、固定津貼、按月獎金等，惟不含非經常性年節獎金及
紅利。 

   月薪代碼說明： 

    01) 未滿 2 萬       02) 2 萬元至未滿 2.5 萬元 03) 2.5 萬元至未滿 3 萬元 04)  3 萬元至未滿 3.5 萬元 

    05) 3.5 萬元至未滿 4 萬元 06) 4 萬元至未滿 4.5 萬元 07) 4.5 萬元至未滿 5 萬元 08)  5 萬元至未滿 5.5 萬元 

    09) 5.5 萬元至未滿 6 萬元 10) 6 萬元至未滿  7 萬元 11)  7 萬元至未滿 8 萬元 12)  8 萬元至未滿  9 萬元 

    13)  9 萬元至未滿 10 萬元 14) 10 萬元至未滿 12 萬元 15) 12 萬元至未滿 14 萬元 16) 14 萬元至未滿 16 萬元 

    17) 16 萬元以上 

 8-2.95 年間貴單位資訊人員接受訓練情形。 

   a.資訊人員有無接受資訊訓練？□無 □有，_____人。 

   b.資訊訓練有無應用網路學習？□無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