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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1次會議資料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4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地 點：本會第 3會議室（18樓） 

參、主席：鍾召集人萬梅 

肆、主席致詞 

伍、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會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緣起、任務及運作說明： 

（一）本會依據行政院 104年 4月 7日函頒生效之「政府資料開

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附件 1)，於 104年 5月 6日奉核，

由本會機關代表及民間代表共 12人組成本會資料開放諮

詢小組（以下簡稱諮詢小組）。 

（二）小組任務： 

1、擬訂該機關與所屬機關資料開放行動策略，強化政府資料

開放質與量、建立推廣及績效管理機制。 

2、規劃指導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動資料集分級、收費疑義

之諮詢及協調。 

3、建立政府與民間溝通管道，促進多元領域代表參與資料開

放諮詢及協調，共商解決方案。 

（三）會議方式： 

1、每季以召開一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2、諮詢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召

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3、諮詢小組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4、諮詢小組應按季會同法制、資訊等單位檢視機關提報之盤

點資料及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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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諮詢小組會議紀錄，應載明各方意見，並公開於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 

6、按季提報資料開放推動成果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並按

季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公開審查結果及說

明未能開放之依據，並更新預計開放資料集清單。 

二、本會資料開放現況說明： 

（一）第 1階段：依據行政院第 3322次院會決議暨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102年 1月 10日會

訊字第 1022460033 號書函，於 102年 4月開放 5項資料

集。 

（二）第 2階段：為提供各界取得本會暨所屬機關公開資料之單

一窗口，於 102年 7月 5日委託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建置「客家資料開放平台」，資料集由原來的 5項增加

到 61項。 

（三）第 3階段：每季皆請各單位盤點可開放之資料，另依據國

家發展委員會 104年 1月 23日發資字第 1041500081 號

函，於 104年 1月 30日將本會全球資訊網之「主動公開

資訊」資料開放，截至目前為止本會暨所屬共開放 74項

資料集。（如附件 2） 

陸、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民眾申請本會尚未開放之資料審查流程一案，提請討

論。 

說 明︰為因應民眾申請本會相關資料納入開放資料集，以供後續

加值運用，草擬審查流程（詳附件 3）如下： 

（一） 流程 1：本會接受民眾申請尚未開放之資料案件後，依案

所需提供內容先由該資料業務單位自行審查，業務單位

先依行政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進行審查，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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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確認可以開放，則開放其資料集；如確認無法開放，

則述明理由回復民眾；如涉及疑義需徵詢諮詢小組意見

者，則納入諮詢小組審議案件。 

（二） 流程 2：業務單位填具「提案表」（詳附件 4）並提供相

關參考資料送諮詢小組秘書單位（綜規處）彙辦。 

（三） 流程 3：諮詢小組會議依規定召開，審議業務單位提送之

案件，業務單位並應出席審議會議說明，必要時並得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列席提供意見；審議結果由諮詢小組秘

書單位送業務單位查照並據以辦理回復事宜。 

決 議︰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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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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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函

地址：10058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

電話：(02)23165300#6851

承辦人：林菊穗

電子郵件：cslin@ndc.gov.tw

受文者：客家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4月7日

發文字號：院授發資字第10415004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41500401_1_逐點說明.pdf、1041500401_1_逐點說明.odt、1041500401_

1_總說明.pdf、1041500401_1_總說明.odt、1041500401_1_at0.pdf、104150040

1_1_at1.odt)

主旨：訂定「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自即日起生效

，請配合辦理並轉知所屬，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總說明及逐點說明

各1份。

二、各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請於本（104）年4月份成立。為

加速推動資料開放，各中央二級機關應由公共利益、經濟

發展及施政透明等面向，定位資料對於部會之施政價值，

擬定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落實依循「盤點部會及所屬機關

(構)資料庫及其資料」、「確認資料權利完整性、相關法

制規範」、「決定資料分級」三步驟，由業務單位以資產

盤點方式，深入盤點所有資料資產，並予判斷分級。可開

放大眾利用的資料須確保適法性，避免衍生法律問題；不

可開放之資料需由業務單位敘明其法規限制或評估理由。

資料開放行動策略、盤點概況、開放優先序等應提報中央

二級機關諮詢小組討論確認，透過公共參與決策模式，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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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議程-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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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機關資料開放決策之品質，共商平衡隱私保護與開放應

用之初略共識解決方案。

三、各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請按季提報該機關及所屬機關（

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幕僚單位國家

發展委員會)備查。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

副本：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辦公室（含附件）、行政院蔡玉玲政務委員辦公室（含附件

）、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含附件）、行政院國家

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含附件） 2015-04-07
16: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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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一、 為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建立跨域合作溝通平臺，擴大推動資料

開放，達成施政便民及公開透明之目的，於行政院及各中央二級機

關設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以下統稱各級諮詢小組），特訂定本

要點。 

二、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下設行政院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以下簡稱行政院諮詢小組），各中央二級機關設政府資料開放諮

詢小組（以下簡稱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各級諮詢小組之任務

分別如下： 

(一) 行政院諮詢小組： 

1. 擬訂資料開放推動政策。 

2. 跨域合作溝通協調平臺。 

3. 督導資料開放推動成效。 

(二)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 

1. 擬訂該機關與所屬機關資料開放行動策略，強化政府資料開放質

與量、建立推廣及績效管理機制。 

2. 規劃指導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動資料集分級、收費疑義之諮詢

及協調。 

3. 建立政府與民間溝通管道，促進多元領域代表參與資料開放諮詢

及協調，共商解決方案。 

三、 各級諮詢小組運作架構如下： 

(一) 行政院諮詢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行政院資訊長兼任，置委員

八人至十一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院院長就下

列人員派（聘）兼之；民間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1. 機關代表：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務部、經濟部及財政部等機關

資訊長擔任。 

2. 民間代表：由公（協）會、社會團體代表、具相關學術專長或實

務經驗之學者專家擔任。 

3. 行政院諮詢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派員兼辦。 

議程-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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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各該機關資訊長兼任，

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一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各該

機關首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民間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

三分之一： 

1. 機關代表：由法制、業務、主計及資訊等單位主管及所屬機關主

任秘書層級以上人員擔任。 

2. 民間代表：由業務領域代表、公（協）會、社會團體代表、具相

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擔任。 

四、 各級諮詢小組召開會議方式如下： 

(一) 行政院諮詢小組：每年以召開二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

會議。 

(二)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每季以召開一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召

開臨時會議。 

(三) 各級諮詢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召集

人因故未能出席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四) 各級諮詢小組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五、 各級諮詢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提供意見、報告或說明。 

六、 各級諮詢小組政府機關代表之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各級諮詢小組民間代表之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並得連

任一次。 

前項委員由公（協）會或社會團體代表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其為學者專家者，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由召集人所屬機關補聘之，

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二項之委員，每屆至少改聘二分之一。  

七、 各級諮詢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委員，

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發言及表決。 

八、 各級諮詢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 各級諮詢小組委員名單應公開於機關網站。 

十、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應按季檢視該機關與所屬機關提報之盤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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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涉機關主管法規疑義者，應會同機關法

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涉機關業務流程或資

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程，定期追蹤列管；涉跨部會法規疑

義者，應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 

十一、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應按季提報該機關與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

動成果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並按季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data.gov.tw）公開審查結果及說明未能開放之依據，並更新預計

開放資料集清單。 

十二、 各級諮詢小組會議紀錄，應載明各方意見，並公開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 

十三、 中央二級機關於本要點生效前，已設有資料管理諮詢或審議機制

者，得依其原有機制辦理，且應定期檢視適時增列民間代表，共商

平衡敏感資料保護及開放應用解決方案，並依第九點至第十二點規

定辦理。 

十四、 行政院諮詢小組相關工作所需經費，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循預算程

序編列預算支應；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相關工作所需經費，由各

該機關循預算程序編列預算支應。 

十五、 各級諮詢小組不對外行文；其決議事項以機關名義行之。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集」清單 議程-附件2

編號 開放資料集名稱
1 「Hakka TAIWAN臺灣客家」認證商品
2 「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臺3線茶產業」群聚亮點業者
3 「客家美食HAKKA FOOD」認證餐廳
4 「客家產業輔導計畫」亮點業者
5 大專校院合作課程表
6 公務統計
7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志工性別統計
8 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9 地方客家單位

10 好客卡特約商店
11 年度客家民俗節慶活動
12 行動應用軟體服務績效調查表
13 兒童客家課程表
14 客庄景點
15 客家人口比例及推估人數
16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17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課程表
18 客家文化資訊 （主題動畫）
19 客家文化資訊 （遠足日記）
20 客家文化資訊 （魔力小百科）
21 客家日本時期唱片總目錄
22 客家民俗歷史課程表
23 客家委員會-法規及行政規則
2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法規及行政規則
25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預算及決算書
26 客家委員會相關網站
27 客家委員會-預算及決算書
28 客家音樂課程表
29 客家音樂戲劇人才資料庫
30 客家創意菜色食譜
31 客家傳統建築影像典藏網客家傳統建築基本資料
32 客家傳統樂器介紹
33 客家經典菜餚食譜
34 客家網路廣播
35 客家網路影音
36 客家學術機構
37 客家歷年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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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客家藝文團隊
39 客語文學課程表
40 客語生活學校
41 客語百句
42 客語能力認證中級考試暨中高級考試性別統計
43 客語能力認證初級考試性別統計
44 客語教學資源 （客語教室）
45 客語教學課程表
46 客語薪傳師性別統計
47 客語薪傳師計畫課程
48 客語薪傳師總覽
49 客語辭彙
50 客籍作家
51 政策宣導相關廣告
52 施政計畫與績效
53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圖書資料中心館藏
54 桐花文學獎
55 桐花創作音樂
56 桐花景點步道
57 海外客家社團
58 參與客家文物聯營之地方館舍
59 國家賠償事件統計
60 基礎資料
61 資訊課程課程表
62 影書選粹課程表
63 數位台灣客家庄-文化景觀
64 數位台灣客家庄-古蹟歷史建築
65 數位台灣客家庄-民俗及有關文物
66 數位台灣客家庄-美食
67 數位台灣客家庄-傳統藝術
68 數位台灣客家庄-聚落
69 數位台灣客家庄-遺址
70 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概況
71 獎助客家學術研究概況
72 歷年補助地方興建公共設施
73 築夢計畫性別統計
74 辦理人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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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申請客家委員會尚未開放之資料審核流程圖 

 
民眾申請本會尚未

開放之資料 

業務單位依權

責自行審查 

(流程 1) 

開放資

料集 

填具「提案表」並

提供相關參考資

料送諮詢小組秘

書單位，（流程 2) 

召開 

「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會議審查 

「資料開放諮

詢小組」決議 

(流程 3) 

開放 不開放 

待諮詢 

開放或調整相關

資料後開放 

不開放 

回覆並提供運用 
回覆並述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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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審查」提案表 

提案單位  

案  由 民眾○○○君申請○○資料開放，提請審議 

說  明 

○○○○○ 

 

 

 

 

參考資料 

○○○○○ 

 

 

業務單位

建議方案 

○○○○○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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