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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行政院 函
地址：10020 臺北市中正區寶慶路3號

承辦人：邱俊惟

電話：(02)23165300分機6851

傳真：(02)23700415

電子信箱：chiuchunwei@ndc.gov.tw

受文者：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院授發資字第108150007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修正規定.odt、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修正總說

明.odt、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修正對照表.odt)

主旨：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及

停止適用「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

收費原則」，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

則」及其修正總說明與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

副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行

政院資訊處、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保存年限:
檔　　號: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修正規定

一、為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極大化開放政府資料

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為基礎，推動政府資料以開放格式、機器可讀且

具一定品質方式提供外界使用，結合民間資源及創意，達成施政便

民及公開透明之目的，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政府資料開放之範圍，指各機關於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成，且依政

府資訊公開法得公開之各類電子資料，包含文字、數據、圖片、影

像、聲音、詮釋資料（metadata)等。

三、本作業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開放：指政府資料以開放格式於網路公開，提供個人、學校、

團體、企業或政府機關等使用者，依其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

(二)資料集：指一群相關電子資料之集合，為政府資料開放之基本

單位。

(三)開放格式：指不需使用特定軟體或硬體即可取用資料集內容之

檔案格式。

四、政府資料依其提供方式，區分如下：

(一)開放資料：以開放格式提供，採無償且不限制使用目的、地區

及期間，並不可撤回之方式授權利用。

(二)依申請提供資料：以開放格式提供，採有償、保留撤回權或其

他限制條件之方式授權利用。

各機關依申請就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之已存在政府資料，並以開

放格式提供時，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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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發展創新應用服務時，宜優先以開放資料提供個人、學校、

團體、企業發展創新服務及開發加值應用。

五、開放資料之認定，應考量該資料提供使用之公益性、是否涉及個人

隱私或營業秘密、建置或取得成本與額外客製化費用、資料提供機

關是否有完整權利及得否再轉授權等因素。

開放資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機關首長核可，並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公告停止提供及其理由後，得轉為依申請提供資料或不予提供

資料：

(一)因情事變更或其他正當理由，致繼續提供該開放資料供公眾使

用，不符合公共利益。

(二)有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權等權利或其他法律上利益之

虞。

六、開放資料授權利用之條款，由行政院定之；依申請提供資料之授權

利用條款，由資料提供機關定之。

前項授權利用之條款，應包括使用者承諾事項、政府機關責任之限

制及終止條件等；其涉及著作權之授權利用者，並應定明授權方式、

期間及範圍。

七、依申請提供資料以有償方式授權利用者，得由各機關以民事契約約

定其授權利用之收費項目，其收費基準由各機關參考建置、蒐集、

取得、維護及更新成本定之。

前項資料涉及商業利用者，得參考權利範圍、標的、權利金給付期

間及方式等，約定不同費率或報償比率。

八、各機關應定期就政府資料檢視下列項目之妥適性，並適時調整：

(一)開放資料清單及預計開放時程。

(二)依申請提供資料清單及限制利用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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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申請提供資料之收費基準。

(四)依申請提供資料授權利用所創造之實質效益。

(五)不予提供資料之法令依據或理由。

九、各機關應將開放資料清單、依申請提供資料清單及其收費基準，公

開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十、政府資料之開放，應以中央二級機關為中心，由其統籌規劃所屬機

關 (構 ) 資 料 集管理 ， 並 集中列示於 政 府 資 料 開 放 平 臺

(data.gov.tw)，供使用者連結下載及利用。

十一、各機關提供之開放格式資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可直接取得：無需人為操作即可透過連結直接獲取資料。

(二)易於處理：優先提供結構化資料。

(三)易於理解：應於詮釋資料描述其欄位說明及編碼意義等。

(四)確保資料品質：不得任意分割，以確保其完整性，並力求資料

之正確性及時效性。

(五)利於資料間串聯運用：提供之資料欄位格式定義應與政府資料

標準相符。

十二、各機關不得自建資料開放平臺。但有特殊情形需自建，並提報建

置計畫，經國家發展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各機關依前項但書規定自建平臺者，應建立意見回饋機制、資料正

確性回報及問題諮詢管道，並應綜整使用者意見，持續精進服務內

容，必要時得請資料集提供機關對於使用者意見進行改善或說明。

十三、各機關未依本作業原則開放政府資料，或使用者對已開放政府資

料之完整性及時效性提出精進建議時，國家發展委員會得協調各機

關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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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各機關辦理政府資料開放作業，應建立績效管理及推廣機制，並

定期評估檢討執行成效，對積極推動有功人員應優予獎勵。

十五、各機關辦理政府資料開放，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通安全管理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及資訊安全管理作業。

十六、各機關得視需要，於本作業原則所定範圍內，訂定政府資料開放

相關規定。

十七、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及行政法人，得準用本作業原則之規定

辦理資料開放。

十八、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得參照本作業原則，另訂

各該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之規定。

4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修正總說明

為推動政府資料開放，行政院於一百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院授研訊字第

一○二二四六○一八五號函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

則，提供各機關於辦理政府資料開放作業時有所依循；嗣於一百零六年十月二

十四日以院授發資字第一○六一五○二七三六號函修正之。

為極大化開放政府資料，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為基礎，推動政府資料以開放

格式、機器可讀且具一定品質方式提供外界使用，結合民間資源及創意，達成

施政便民及公開透明之目的，以落實推動政府資料開放新政策，爰將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併入本作業原則，修正「行政院

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其要點如下：

一、政府資料開放之範圍為各機關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得公開之各類電子資料。

（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有關政府資料之

分類及有限度利用資料有償授權利用之收費等相關規定併入本作業原則，

並增列依申請提供資料時，各機關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予以提供之規定。

（修正規定第四點至第九點）

三、各機關提供的資料應符合可直接取得、易於處理、理解之機器可讀高品質

資料規定，俾利外界直接取用政府資料，並得混合加值應用發展各式服

務。（修正規定第十一點）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

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極大化開放政府資料，

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為基

礎，推動政府資料以開

放格式、機器可讀且具

一定品質方式提供外界

使用，結合民間資源及

創意，達成施政便民及

公開透明之目的，特訂

定本作業原則。

一、為推動行政院及所屬各

級機關（以下簡稱各機

關)政府資料開放，結

合民間資源及創意，達

成施政便民及公開透明

之目的，特訂定本原

則。

為極大化政府資料開放，規

範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以政

府資訊公開法(以下簡稱政

資法)為基礎，以開放格式

加速釋出符合外界需求之政

府資料，酌作文字修正。

二、政府資料開放之範圍，

指各機關於職權範圍內

取得或作成，且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得公開之各

類電子資料，包含文

字、數據、圖片、影

像、聲音、詮釋資料

（metadata)等。

二、政府資料開放之範圍，

為各機關於職權範圍內

取得或作成，且依法得

公開之各類電子資料，

包含文字、數據、圖

片、影像、聲音、詮釋

資料（metadata)等。

為明定政府資料開放之範

圍，包含各機關於職權範圍

內取得或作成及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得公開之各類電子資

料，酌作文字修正。

三、本作業原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開放：指政府資料

以開放格式於網路

公開，提供個人、

學校、團體、企業

或政府機關等使用

者，依其需求連結

下載及利用。

(二)資料集：指一群相

關電子資料之集

合，為政府資料開

放之基本單位。

(三)開放格式：指不需

使用特定軟體或硬

體即可取用資料集

三、本原則用詞，定義如

下：

(一)政府資料開放：政府

資料以開放格式、開

放授權方式於網路公

開，提供個人、學

校、團體、企業或政

府機關等使用者，依

其需求連結下載及利

用。

(二)資料集：一群相關電

子資料之集合，為政

府資料開放之基本單

位。

(三)開放格式：不需使用

特定軟體或硬體即可

一、配合修正規定第四點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修正

第一款刪除「開放授權

方式」等文字，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另以現行規定第四款定

義開放授權之資料提供

方式，業於修正規定第

四點第一項第一款予以

明定，已無另為定義規

定之必要，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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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內容之檔案格式。 取用資料集內容之檔

案格式。

(四)開放授權：以無償方

式，不限制使用目

的、地區及期間，且

不可撤回之方式授權

利用。

四、政府資料依其提供方

式，區分如下：

(一)開放資料：以開放

格式提供，採無償

且不限制使用目

的、地區及期間，

並不可撤回之方式

授權利用。

(二)依申請提供資料：

以開放格式提供，

採有償、保留撤回

權或其他限制條件

之方式授權利用。

各機關依申請就職

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之

已存在政府資料，並以

開放格式提供時，除有

正當理由外，應予以提

供。

各機關發展創新應

用服務時，宜優先以開

放資料提供個人、學

校、團體、企業發展創

新服務及開發加值應

用。

九、各機關發展創新應用服

務時，宜優先以政府資

料開放方式推廣個人、

學校、團體、企業提供

創新服務及開發加值應

用。

一、點次變更。

二、增列第一項，將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

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

則(以下簡稱收費原則)

第三點第一項移至本作

業原則予以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目前各機關依申請提供

政府資訊，參照國外

立法例及現行法院實

務見解，政府機關依

政資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僅須提供現

有已存在形式之政府

資訊，無以開放格式

提供之義務。惟為使

政府資料利用極大

化，爰參照政資法之

精神，明定依申請以

開放格式提供政府資

料時，行政機關除有

正當理由（例如：有

政資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不予提供之情形、

資料處理上需費過鉅

或技術不可行）外，

應予提供，爰增列第

二項規定，惟所申請

政府資料涉及個人資

料者（例如：健保資

2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料庫），應經匿名化

後得提供；行政機關

依申請為資料之處

理，其所耗之成本應

依規費法第八條向申

請者收取使用規費。

四、現行規定第九點移列為

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五、開放資料之認定，應考

量該資料提供使用之公

益性、是否涉及個人隱

私或營業秘密、建置或

取得成本與額外客製化

費用、資料提供機關是

否有完整權利及得否再

轉授權等因素。

開放資料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經機關首長

核可，並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公告停止提供及

其理由後，得轉為依申

請提供資料或不予提供

資料：

(一)因情事變更或其他

正當理由，致繼續

提供該開放資料供

公眾使用，不符合

公共利益。

(二)有侵害第三人智慧

財產權、隱私權等

權利或其他法律上

利益之虞。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係將收費原則第三

點第二項及第五項移至

本作業原則予以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六、開放資料授權利用之條

款，由行政院定之；依

申請提供資料之授權利

用條款，由資料提供機

關定之。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係將收費原則第三

點第四項移至本作業原

則分列二項予以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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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前項授權利用之條

款，應包括使用者承諾

事項、政府機關責任之

限制及終止條件等；其

涉及著作權之授權利用

者，並應定明授權方

式、期間及範圍。

七、依申請提供資料以有償

方式授權利用者，得由

各機關以民事契約約定

其授權利用之收費項

目，其收費基準由各機

關參考建置、蒐集、取

得、維護及更新成本定

之。

前項資料涉及商業

利用者，得參考權利範

圍、標的、權利金給付

期間及方式等，約定不

同費率或報償比率。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係將收費原則第四

點及第五點整併修正後

移至本作業原則予以規

定。

八、各機關應定期就政府資

料檢視下列項目之妥適

性，並適時調整：

(一)開放資料清單及預

計開放時程。

(二)依申請提供資料清

單及限制利用之理

由。

(三)依申請提供資料之

收費基準。

(四)依申請提供資料授

權利用所創造之實

質效益。

(五)不予提供資料之法

令依據或理由。

前項定期檢視之週

期，由行政院資料開放

諮詢小組定之。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係將收費原則第六

點移至本作業原則予以

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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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九、各機關應將開放資料清

單、依申請提供資料清

單及其收費基準，公開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係將收費原則第七

點移至本作業原則予以

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

十、政府資料之開放，應以

中央二級機關為中心，

由其統籌規劃所屬機關

(構)資料集管理，並集

中列示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 ( data.gov.tw)，

供使用者連結下載及利

用。

五、政府資料開放應以中央

二級機關為中心，統籌

規劃其所屬機關(構)資

料集管理，並集中列示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 data.gov.tw)，供使

用者連結下載及利用。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十一、各機關提供之開放格

式資料，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可直接取得：無需

人為操作即可透過

連結 直接獲取資

料。

(二)易於處理：優先提

供結構化資料。

(三)易於理解：應於詮

釋資料描述其欄位

說明及編碼意義

等。

(四)確保資料品質：不

得任意分割，以確

保其完整性，並力

求資料之正確性及

時效性。

(五)利於資料間串聯運

用：提供之資料欄

位格式定義應與政

府資料標準相符。

六、各機關開放之資料集，

不得任意分割，以確保

其完整性，並應強化資

料品質，力求資料之正

確性及時效性。資料集

應採開放格式提供，逐

步達成機器對機器識別

讀取及利用。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規定第六點移列為

第四款，為極大化開放

政府資料，配合修正規

定第一點之修正，將現

行規定後段逐步達成之

規定予以刪除。

三、另為提升政府資料之可

用性，俾利直接取用，

並得混合加值應用發展

各式服務，爰增列第一

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

十二、各機關不得自建資料

開放平臺。但有特殊情

形需自建，並提報建置

七、各機關不得自建資料開

放平臺。但有特殊情形

需自建，並提報建置計

點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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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計畫，經國家發展委員

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各機關依前項但書

規定自建平臺者，應建

立意見回饋機制、資料

正確性回報及問題諮詢

管道，並應綜整使用者

意見，持續精進服務內

容，必要時得請資料集

提供機關對於使用者意

見進行改善或說明。

畫，經國家發展委員會

同意者，不在此限。

各機關依前項但書

規定自建平臺者，應建

立意見回饋機制、資料

正確性回報及問題諮詢

管道，並應綜整使用者

意見，持續精進服務內

容，必要時得請資料集

提供機關對於使用者意

見進行改善或說明。

十三、各機關未依本作業原

則開放政府資料，或使

用者對已開放政府資料

之完整性及時效性提出

精進建議時，國家發展

委員會得協調各機關改

善之。

八、各機關未依本原則開放

政府資料，或使用者對

已開放政府資料之完整

性及時效性提出精進建

議時，國家發展委員會

得協調各機關改善之。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十四、各機關辦理政府資料

開放作業，應建立績效

管理及推廣機制，並定

期評估檢討執行成效，

對積極推動有功人員應

優予獎勵。

十、各機關辦理政府資料開

放作業，應建立績效管

理及推廣機制，並定期

評估檢討執行成效，對

積極推動有功人員應優

予獎勵。

點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十五、各機關辦理政府資料

開放，應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個人

資料保護及資訊安全管

理作業。

十一、各機關辦理政府資料

開放，應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

等相關規定，辦理個人

資料保護及資訊安全管

理作業。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十六、各機關得視需要，於

本作業原則所定範圍

內，訂定政府資料開放

相關規定。

十三、各機關得視需要，在

本原則所定範圍內，訂

定政府資料開放相關規

定。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十七、公營事業機構、公立

學校及行政法人，得準

用本作業原則之規定辦

十四、公營事業機構、公立

學校及行政法人，得準

用本原則之規定辦理資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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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理資料開放。 料開放。

十八、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

關以外之其他機關得參

照本作業原則，另訂各

該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

業之規定。

十五、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

關以外之其他機關得參

照本原則，另訂規範辦

理各該機關政府資料開

放作業。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