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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一） 中文摘要 

行政院毛治國院長於 2015年 2月 5日宣布今年為「Open Data深

化應用元年」，強調加速釋出政府資料，使我國在國際上成為開放資

料的重要典範國家。依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提出的開放資料指標(Open Data Index)評比，我國開放資料程度由

2013年居全球第 36名，躍升為 2014年的第 11名，在各國開放資料

之總排名領先亞洲各國，惟在「選舉結果」項目的排名卻落在第 53

名，仍有努力空間。此時，若能進一步以開放資料格式與程式介面，

全面開放及整合選務資料，呈現我國 50年來的民主選舉風華，既能

配合貫徹行政院的 Open Data政策，也對我國施政透明化、民主優質

化及接軌全球化，有重大意義。 

本計畫期透過選務流程優化及選舉史料之數位化，將選務相關系

統整合並進行資料標準化，以創新前瞻思維增進選舉動態資料之即時

化，提供四星級的選務開放資料，並藉由民間自主加值運用，達到五

星級選務資料服務。本計畫同時透過視覺化查詢平台之建置，結合地

理圖資、圖表、視覺化設計等提供一般民眾便利、多維度的整合關聯

查詢，除增進選舉資訊產出之效率、正確性、即時性、便利性、流通

性外，並建立我國民主政治發展軌跡之紀錄與保存等相關運作機制，

也呼應現階段提升我國於國際評比之科技政策。 

（二） 英文摘要 

On 5th February 2015, Premier Mao Chi-kuo announced this 

year as “the launch year for advanced Open Data application”, 

he emphasized on speeding up the releas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this will help Taiwan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l 

for open data applic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s Open Data Index ranking, 

Taiwan’s overall index ranking is up from #36 in 2013 to #11 

in 2014, stays on top of Asian countries; however, Taiwan only 

ranks #53 in "election results" category, which means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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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is time, If the government can go one step further by 

fully integrating and releasing the electoral data with Open 

Data formats and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this will 

not only showcase Taiwan’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for 50 

years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but also helps to implement 

Executive Yuan’s Open Data policies, and to greatly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nd 

the degree of global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tegrate relevant 

electoral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tandardize the data by 

optimizing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igitizing historical 

election materials in order to deliver richer and more timely 

4-star quality electoral open data, and to achieve 5-star 

quality data service with crowd outsourcing. It is also intended 

to set up a visualized search platform, which combin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nfographic design, to 

provide general public with more integrated and more convenient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query system. 

Except for improving on the efficiency, accuracy, 

instantaneity, convenience, and liquidity of the electoral 

information output, this project not only establishes the 

related 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recording and preserving 

Taiwan’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path, but also corresponds to 

Taiwan’s current open data policy for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rankings. 

（三） 中英文關鍵字 

選舉 (Election) 

開放資料 (Open Data) 

（四） 執行期限說明 

計畫經科發基金管理會核定後，尚須招標委外之準備期間，故預估自 104

年 10 月 1 日開始執行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為期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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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一) 政策依據  

 我國政府重視及具體推動開放資料應以 2012年初為里程碑，當

時行政院科技會報首先舉辦「我國公開資料加值(Open Data)推動策

略會議」，其後時任主管科技業務的張善政政務委員以「政府資料開

放策略」為題在行政院院會做專案報告，隔年我國開放資料平台

(data.gov.tw)正式上線，此後政府與民間對 Open Data的討論與推

動日益熱絡。行政院長毛治國院長並於 2014年 12月提出「科技三箭」

之策略，期許政府部門運用開放資料或網路工具優化施政，並宣示資

料應以「以開放為原則，以不開放為例外」；1毛院長進一步於 2015年

2月 5日宣布今年為「Open Data深化應用元年」，強調加速釋出政府

資料，使我國在國際上成為開放資料的重要典範國家。依開放知識基

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提出的開放資料指標(Open Data 

Index)評比，2我國開放資料程度由 2013年居全球第 36名，躍升為

2014年的第 11名，在各國開放資料之總排名領先亞洲各國。3 

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我國歷經數十年發展，已落實公平、公

正、公開的民主選舉，並獲得國際高度肯定。依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提出的「2015年世界自由度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5)，「政治權利」項目獲得最佳的 1級分，「公民自由度」也獲得 2

級分，屬於「自由」狀態。事實上，台灣自 1972年-2014年的政治自

由度逐漸從「不自由」演變到「部分自由」，最後提升到「自由」狀

態，4 此呈現我國民主化歷程與成果，而定期舉辦公平競爭的選舉，

實居功厥偉。然而前述開放知識基金會的開放資料指標(Open Data 

                                                 
1
 行政院，「毛揆：期勉新內閣注重網路溝通 運用開放資料或網路工具優化施政」，2014.12.18。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D4D9051A6CD5478D 

2
 開放知識基金會於 2013 年 10 月提出資料開放指標(Open Data Index) ，此指標是一個評比各國政府資料開放

程度的全球性指標，此一資料開放指標主要關注的焦點在於世界上各個國家是否將重要或關鍵的資料的開放，

以及開放的程度為何。該指標並將各個國家的資料開放程度予以排名。這些資料集的選擇標準在於屬於關鍵的

國家資訊，以及被包含在八大工業國的資料開放憲章(G8 Open Data Charter)中所選擇的具有高價值的資料集，

而納入評比指標的資料集項目共 10 項：1.公共交通時刻表; 2.政府預算; 3.政府支出; 4.選舉結果; 5.公司註冊資料; 

6.全國地圖; 7.國家統計資料; 8.法律規範的資訊; 9.郵遞區號/郵政編碼; 10.環境污染的資料。參看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Open Data Index.http://index.okfn.org/ 

3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Open Data Index. http://index.okfn.org/place/taiwan/ 

4
 Freedom House. 2015.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5.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5#.VRF1KfnLfr8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5#.VRF1KfnLf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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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評比中，我國在「選舉結果」的指標排名方面，卻從 2013年

的第 33名，滑落至 2014年的第 53名。5 顯見，我國在推動選務資料

開放上仍有努力空間。此時，若能進一步以開放資料格式與程式介

面，全面開放及整合選務資料，呈現我國 50年來的民主選舉風華，

對我國施政透明化、民主優質化及接軌全球化，有重大意義。 

（二）背景說明 

中央選舉委員會最重要業務之一是辦理選舉，資訊業務的核心為

辦理大選電腦計票與選務資訊作業相關系統。本會資訊作業，一方面

須配合選舉的辦理時程及開票作業，有絕對精準性及時效性要求；另

一方面，選務作業單位除本會及所屬 22個選委會外，尚遍及全國 368

個鄉鎮市區公所，選務作業系統建置目的，即在協助前述數百單位的

選務作業，並應用在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的籌辦作業。 

本會除執行上述基本資訊業務外，將開放資料(Open Data)6 列為

未來的施政重點。本會體認，開放資料就像是水晶球一樣，代表透明

化、多采多姿，不同角度可以擷取各式色調與光彩。將政府資訊開放，

會讓政府運作像水晶球一樣，乾淨、透明，成為符合時代潮流的開放

政府、透明化政府。尤其，Open Data是優質化民主政治的一把鑰匙，

可以增進施政透明、公眾參與、人民有感與信任，使政府成為廉潔、

效能的責任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達到國家善政(good 

governance)。中選會職司全國選務工作，致力於開放即時、全面、

透明且數位化的選舉過程與選務資料，以增強民主信賴及人民認同，

乃責無旁貸。 

 

 

 

 

                                                 
5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Open Data Index. http://index.okfn.org/place/taiwan/elections/ 

6
 開放資料概念強調，將資料做完全而即時的提供，且是以原始數據、機器可讀、具相互操作性及允許再利用

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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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Open Data與民主治理 

 

 

 

 

圖 2 中選會 Open Data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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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略目標 

   (一) 全面性的 Open Data 

本會掌握之選務資料為國家資產，應由全民共享，凡本會各項資

料在不違反法令下，應採全面性開放原則，不僅要窮盡可能地盤點及

產生資料，更要以高標準的開放資料格式予以釋出。 

有關選舉的資料可大分為兩類：一、選務資料：為屬於數字性質

的資料，如候選人或當選人之基本資料，或投票人數、投票率、得票

數明細等；二、選舉史料：為文字、圖片等紙本文書。第一類雖為數

字性質，但早期並未數位化，須從紙本檔案中處理。而第二類資料則

唯有從歷史檔案中清查整理。此兩類資料龐大而分散，處理上工程頗

為浩大，但為貫徹全面性開放原則，本會仍將以達到普遍開放及轉化

為高階資料為目標。 

     (1)選務資料四星級化 

本會之選務資料雖多為公開之資料，惟因選舉發展時間長久，所

累積之大量歷史資料均為紙本且分散，近期數位化之資料除選務資料

庫之資料外，皆以個別檔案上網，檔案之格式亦多為 PDF、Word、 Excel

等，於開放提供外界使用上，較不具親和性，亟需重整建置為合於開

放格式之檔案。本會希望，將我國實施選舉以來的所有投開票結果、

選民、候選人等資料(含數位化與紙本數字資料)全面整理，本會提供

之資料以達到全球資訊網(W3C, World Wide Web)的第四星級標準為

目標，並透過民間對選務資料之加值運用，達到選舉資料的五星級化。 

英國電腦科學家 Tim Berners-Lee 為 W3C的發明者，於 2010年

發展了一個 Linked Data的五星級評等系統。一顆星★代表採用開放

授權的方式，讓任何格式的資料可以在網路上經由授權取得，例如：

PDF檔案或掃描檔案；二顆星★★代表意指讓這份資料能以機器可讀

的結構化的方式取得，例如：用 Excel 取代表格的圖片檔案；三顆

星★★★是指使用非專有 (non-proprietary) 格式取代專屬格式，

例如：使用 CSV 取代 Excel；四顆星★★★★是以使用定址 (URI) 

來表示資料，連結到資料在資料網絡中的位置；五顆星★★★★★是

指將資料鏈結到其它資料，以提供資料之間的脈絡關係，例如：維基

百科的模式。請參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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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W3C五星級評比指標 

(2)選舉史料數位化 

關於選舉歷史上的照片、紙本史料等，以達到 W3C的第一星或二

星級標準為目標。回顧我國行憲至今的民主政治發展，由中央至地方

的各類選舉，種類有十餘項，中央選舉部分包括總統選舉、立法委員

選舉、已經停辦的國大代表選舉、省長選舉等。地方選舉則有直轄市

長、省（縣）長、直轄市、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

市）民代表、村（里）長、以及已經停辦的省議員選舉等。本會希望

將歷史性的照片或紙本文字史料等，以開放授權方式，提供 PDF檔或

掃描檔，部分資料甚至以 Excel檔取代表格的圖片檔。 

我國各項選務資料十分龐大，包括選舉結果以及參選人、當選人

之政黨背景、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資料。這些選舉記錄呈現著我

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軌跡，如能將過往與未來的選舉資訊以開放資料概

念與以呈現，無疑是將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珍貴史料開放全民共享，

亦將把歷史典藏的選舉紀錄以網路現代化方式呈現於世人。 

(二) 即時性的 Open Data 

關於即時性 Open Data，目前朝兩個方面規劃：一、選舉動態訊

即時提供；二、網路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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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舉動態資訊即時提供 

選舉動態即時化，是要透過改變既有選務作業流程，使每次選舉

時能夠提前提供資料，以達到即時化效果，且資料性質以達成 W3C的

第五星級指標為目標。本會依選務過程進行資料即時開放，且以開放

資料格式提供： 

A. 候選人登記前：包括選區劃分、應選名額、競選經費、前次選

舉之投票人資料，利用內政部或主計處之行政區域代碼發布，

使用 CSV格式。 

B. 候選人登記並經審定後： 

a. 候選人基本資料：包括候選人名單、選舉名稱、選舉區、候

選人姓名、號次、生日、是否為現任等資料。 

b. 候選人政見資料：公辦政見會的時間與地點、選舉公報(開放

資料格式)、投開票所地點等。 

C. 開票計票時：選舉投票當日即時提供結果，由計票中心以原始

數據，依開票進度隨時分批提供各選區及候選人之得票數據。

邇來素聞各媒體於開票當天，為求收視率等原因，以不精確的

數據進行所謂「灌票」。本會為求數字準確，以開票所為單位完

成開票後納入計票統計業即對外發布，兼顧準確性及即時性要

求。 

D. 選舉結束後：本會除了即時選情查詢系統提供查詢外，亦將選

務資料轉入本會選務資料庫網站。資料庫彙集各種不同選舉之

歷次選舉投票結果，包含各投票所的投票人數、投票率，以及

候選人得票明細、得票數、得票率、當選與否等資訊，讓各界

即時掌握。 

(2)網路直播政見會及選情中心 

因應網路時代及選民對大選的即時關注，本會規劃進行公辦政見

發表會及選情中心之網路直播，可使網民即時收播選舉資訊，增進政

治參與。 

A. 公辦政見會網路直播：將公辦候選人政見發表會現場即時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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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影音平台(如 YouTube等)，並於本會網站設置連結，使網民

能同步觀看，增加選民即時接收選舉資訊管道。 

B. 選情網路直播：目前選情中心僅開放國內外媒體現場採訪及報

導，未來可研擬訂定規範，讓特定社群體得以經申請許可以密

碼登入，接收開票即時統計資料及進行網路直播。 

(三) 正確性的 Open Data 

關於正確性的 Open Data，本會規劃從三個面向進行：一、選務

流程優化；二、資料標準化；三、校正更新機制。 

(1)選務流程優化 

為使後續辦理選舉相關資訊可快速整合與資料開放，針對選務資

料數位化與系統化目標，進行從本會、所屬選委會與各鄉鎮市區公所

之作業流程優化，建立標準作業程序，減少因兼職人員對作業不熟悉

或數位落差造成的阻礙。選務作業流程優化，由所屬選委會及主要公

所派員參與，分組進行選務資料流程優化之可行性評估與最佳化設

計，主要規劃如下： 

A. 選務資料生命週期標準作業流程：包含各項選舉資訊於資料建

檔、資料轉換、資料校對、資料開放及資料更正等不同階段之

標準作業流程設計。另依據標準作業流程規劃選務作業之層級

及組織人員分工，必要時配合進行組織調整；並依系統分組進

行需求分析、流程與雛型設計確認，以及系統功能測試驗證等。 

B. 候選人端以電腦登打資料：目前候選人登記採紙本收件方式，本

會規劃更改為電腦登入，從資料源頭改變，既可減少選務人員重

新將紙本資料登打為電腦資料之可能錯誤，更可減省人力及時

間。本會事先規劃開放資料格式供候選人登打資料，在資料輸入

時即同時進入系統中，此資料於候選人登記後並經審定確定，即

可予以公布，正確而即時地提供民眾有關候選人背景、政見等資

料。候選人資料之公開與紙本選舉公報之產出脫鉤，則可比往年

更早提供候選人資訊，且可提供高規格之數位資料。 

C. 數位化一貫作業產出選舉公報：過去選舉公報著重在紙本印

製，由選務負責單位(中選會、各縣市選委會或鄉鎮市區公所)

發包予印刷廠產出紙本公報。此流程中各印刷廠以產生紙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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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無建立數位資料之考慮，遂各自採用不同軟體登打候選

人資訊以產出紙本公報，致原始之候選人選務資料不易重新抓

取，亦難以整合處理。一旦有數位化選舉公報需求，才勉強將

之轉化為 PDF檔。此並非上策。 

正本清源之道，乃採取數位化一貫作業系統，程序為：「提供統

一資料格式表件」─「候選人端以電腦登打資料」─「將資料匯入選

務資料庫形成開放資料格式」「經審定後可以開放之候選人資料予以

釋出」─「以原始資料提供廠商產出紙本選舉公報」。依此流程，釋

放資料與紙本選舉公報的印製脫鉤，在候選人端登打電腦資料的同

時，即將資料傳輸匯入選務資料庫中，彙整後即形成開放資料格式，

俟候選人資料經審定完畢後即可釋放相關資料；選務資料庫形成資料

源頭，不僅用於提供廠商印製紙本選舉公報，更成為核對紙本公報資

料正確性的原始版本。(如圖 4) 

圖 4  選舉公報流程優化 

透過上述流程優化，可產出兩種形式的選舉公報：數位化的與紙

本的。數位化公報透過網址連結而形成開放資料規格的資料予以釋

放，紙本公報則應法規要求於印製後分送選民。此一改變既可快速而

即時地釋出高規格資料，又可達到以資料庫源頭作為校對紙本公報內

容正確性的功能。 

(2)資料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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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目前分散建置的中選會官網、選務資料庫、選舉公報查詢、

選務作業等系統，配合選務作業流程優化，進行系統整合與優化，以

自動化之流程管控及資料檢核機制，協助本會、所屬選委會及全國各

鄉鎮市區公所之各級使用者，可於未來辦理之選舉過程，更便利地建

置完整及正確之數位化資料。主要工作如下： 

A. 資料表示標準化：建立各項選務資料之標準化資料代碼，對既

有非標準化代碼或非標準化格式之數位資料，提供轉碼/轉檔軟

體工具，並配合歷史資料之補正與建檔，建置標準化資料建置

環境。另如選區與行政區等會因時間而變遷而影響歷史資料之

前後連結等，其資料關聯之整理與表示亦是資料模型建立之考

量要素之一。 

B. 資料產製標準化：配合選務作業流程優化之標準作業程序設

計，進行選務資訊整合系統之系統分析、設計與建置，並配合

資料生命週期進行選舉區、候選人、投開票所等相關資料產製

流程管控。 

C. 資料轉出標準化：自前開選務資訊整合系統萃取可公開或可開

放之選務資料，進行標準化代碼、資料格式等之資料轉出，並

對不得公開之個人資料等進行過濾或隱蔽，確保公開或開放資

料之適法性。 

D. 唯一識別碼：依候選人之身分證字號建立對應的通用唯一識別

碼(UUID)，以準確辨識同名但不同人或同人跨年參選等資訊。 

(3)校正更新機制 

正確性之維護，有賴校正管控及更新推播機制之建立： 

A. 校正之管控機制：因選舉的競爭激烈，過程中的些微錯誤經常

在選舉過程中被無限放大檢視，甚至引發抗爭，選務資訊正確

性尤其重要。在資訊公開或開放前須建立嚴謹的資料檢核與校

正機制並賦予系統化的管控，以增進資料正確性之確保。 

B. 更新之主動推播：因應選舉資訊於正確性上的嚴格要求，而實

務上又於相關資訊公開或開放後仍有資料更正之可能性，發展

資訊推播機制，以於資料更正後，可主動通報資料之引用者即

時進行更正，增進在外流通資訊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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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視覺化查詢平台 

本會目前雖透過「選舉專區」以連結方式整合各項資訊，但因選

舉種類與主管權責的不同，會散佈在中選會及所屬選委會等 23個官

網及選舉公報查詢等不同的系統，相關資料多以個別檔案上網，彼此

間未建立關聯，除相互間連結查找不易外，使用者常需以下載檔案（如

PDF, Word, Excel 等）方式查閱，較不具親和性。 

為增進民眾對選舉資訊查詢之便利性，規劃將歷來建置於「選舉

專區」之資料項目重新進行檢核，萃取民眾較關切、資料項目間具關

聯性者（如選舉區與候選人、投開票所等），以此為範圍將個別文件

轉換為具關聯性的資訊，供集中建置於具整合性與關聯性的選務資訊

整合平台，並結合地理圖資、統計圖表及視覺化設計等軟體工具進行

資訊圖像化，提供民眾便利、多維度的整合性關聯查詢。 

本會期望改變傳統上靜態而被動的資訊提供，轉化為主動提供整

合式的創新服務。一方面以自動化工具萃取可開放之選務資訊，提供

高品質的選務資料開放格式與程式化介面，供民間抓取所需資料後進

行加值運用。另一方面以服務民眾需求為核心，提供具關聯性之選舉

資訊整合查詢及介面易用之平台，讓民眾可於選舉區、候選人、投開

票所、開票結果的不同階段之選舉資訊串聯查詢，或做不同期間辦理

選舉資訊之關聯比較與分析。主要規劃如下(請參看圖 5)： 

圖 5  多維度串聯及視覺化查詢平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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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串聯查詢：透過資料關聯，以此平台進行當次選舉資訊之串聯

查詢，例如透過其戶籍地串聯查詢當次選舉所屬之選舉區與應

選名額、候選人基本資料、候選人學經歷及政見、公辦政見會

時間地點及影音檔、候選人得票數與當選結果等。 

B. 歷史脈絡查詢：過去不同期間的選舉，可能因選舉區的改變、

行政區的變遷或是因代碼的未標準化，無法相互連結而形成串

聯掌握歷史脈絡之障礙，如於歷史資料重整過程進行不同期間

選舉資訊之關聯，民眾將可以在此平台進行選舉結果之比較分

析，例如進行同一種選舉之歷次發展的趨勢分析，或連結縣市

改制前後之選舉資訊，進而知悉我國民主發展之趨勢與脈絡。 

C. 五星級開放格式與程式介面：提供四星等的資料開放格式

(Linked Open Data)與程式介面，便利民眾共享及應用政府資

料，結合民間創意，提升選務資料價值，活化選務資料應用，

達到五星等的選務資料開放服務。 

除了視覺化查詢規劃外，因應手機族群需求，尚可由本會或民間

開發適合手機使用的行動版或應用軟體(APP)，以利民眾查詢。選舉

期間之數位選舉公報的呈現，亦可規劃出讓手機易於滑動翻閱的介

面，將目前大型海報格式改版為以獨立式單頁形式，便於選民於手機

上按頁查找讀取。 

本會為我國統籌辦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事務的獨立

機關，盤點及梳理我國 50年珍貴選舉史料及選務資料，以開放資料

概念，提供即時而完全的原始數據、機器可讀、具相互操作性及允許

再利用的資料，為本會資訊業務的重要施政目標，此既契合行政院大

力推動開放資料的理念，也能接軌國際開放資料的趨勢，順勢將我國

推展民主的歷程呈現予世人。 

選務資料為國家資產，應由全民共享。本會為達成全面性 Open 

Data的目標，希望將我國實施選舉以來的所有數字化選務資料全面整

理，以達到 W3C的第四星級標準為目標，並藉由民間加值運用提升至

第五星級；至於選舉歷史上的照片、紙本史料等，以達到 W3C的第一

星或二星級標準為目標。在即時性方面，規劃透過改變既有選務作業

流程，使選舉期間能夠提供即時資訊，且資料性質以達成 W3C的第五

星級指標為目標；同時進行公辦政見會及選情中心的網路直播。在正

確性方面，試圖透過選務流程優化、資料標準化及校正與更新機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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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維護資料之正確與精準。尤有甚者，為提供親民及創新服務，

將運用雲端科技，結合地理圖資、統計圖表及視覺化設計等軟體工

具，進行資訊圖像化，提供民眾便利、多維度的整合性關聯查詢等，

建立視覺化查詢平台。 

因應網路時代及選民對大選即時關注的需求，本會研擬配合明

(105)年 1月 16日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來臨，

實施便民服務及增進公民參與措施，包括客製化親民網頁、數位化選

舉公報、網路直播公辦政見發表會、投開票所地點查詢、選情中心轉

播、即時公布投開票結果等，並以開放資料所需格式呈現，以增進網

友及年輕世代對選舉的關注與參與，建立親民導向、人民有感的選務

資訊服務。 

四、執行策略 

(一) 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 

中央選舉委員會為辦理選務的獨立機關，所屬有 22個縣市選舉

委員會，於選舉期間，除選舉委員會之人員外，3百多個鄉鎮市區公

所亦為實際執行選務之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選務所動員之機關及人員

規模相當龐大，而目前之選舉相關資訊即由各基層之選務單位產生，

彙送至本會。 而由於現行作業方式以及資源的限制，現行中選會的

選舉資訊，存在下列障礙亟待突破： 

A. 資訊分散查找不易：因可用資源的限制，選舉資訊雖均已公開，

但散佈在中選會官網、選務資料庫、選舉公報查詢等不同的系

統，造成資訊分散，甚有更多資料為紙本，且除選務資料庫外，

均是以個別檔案上網，彼此間未建立關聯，除相互間查找不易

外，使用者常需以下載檔案（如 PDF, Word, Excel等）方式查

閱，較不具親和性。 

B. 未具開放格式或介面：現有作業流程非產製數位化選務資料之

最佳流程，再則因現行選舉法規多以紙本格式為資料傳遞的最

終產物，如選舉公告、選舉公報等，致多有以紙本格式逆向產

製電子檔之逆向資料流程，除增加人工作業負擔外，資料再利

用須繁複人工處理亦未有其便利性。 

C. 流程管控困難：作業面遍及三百餘鄉鎮市區公所，人員流動快，

加以為兼職打工，每個地方可能都會有不同的做法，未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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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資料處理流程，欠缺整體流程的思考，致各鄉鎮市區公所

Last Mile的作業流程控管困難，也因而造成資料彙整作業繁雜

與確保資料正確性之隱憂。 

D. 正確性與流通性的權衡：選舉過程任何小錯誤都可能會被無限

放大，選舉資訊經公告後仍有修正之可能性。Open Data 如無

建立適當的資料更新機制，可能因引用者未能及時進行異動更

新，造成錯誤資訊持續傳播。 

E. 歷史資料未完全數位化或未保存完整：包含選務資訊分散查找

及格式重整困難、龐大紙本史料轉換為開放資料格式的繁雜工

作與技術等問題。以目前資料較最齊全的選舉資料庫為例，經

盤點後亦僅有約四分之一時間較近的選舉有數位化的選舉結果

資料(如圖 6)，且即令已是數位化資料，仍還有隱藏代碼未標準

化、選舉區或行政區變遷致前後期資料難以連結之問題。 

圖 6 選舉資料庫數位資料盤點結果 

      (二) 執行策略 

雖存在上述障礙，惟走向開放而透明的政府，為不可逆的世界趨

勢，既有助我國民主政治之精緻化、優質化，亦可彰顯我國民主發展

於世界。中選會基於選舉資訊代表我國民主政治發展軌跡，於透明化

政府、資料開放中的角色不可或缺，爰提出本計畫，期能突破上開障

礙，整合及開放更完整之選務資料，擬採行策略如下： 

A. 重現歷史瑰寶：將過往分散或缺漏之選務資料進行資料盤點、

數位化建檔與脈絡分析，建立完整且系統化的選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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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流程優化增進效率與品質：為使後續辦理選舉相關資訊可快速

整合與資料開放，針對選務資料數位化與系統化目標，進行從

自選會、所屬選委會與各鄉鎮市區公所之作業流程優化，建立

標準作業程序，減少因兼職人員對作業不熟悉或數位落差造成

的阻礙。 

C. 系統整合再造健全神經網絡：整合目前分散建置的中選會官

網、選務資料庫、選舉公報查詢、選務作業等系統，配合選務

作業流程優化，進行系統整合與再造，以自動化之流程管控及

資料檢核機制，協助本會、所屬選委會及全國各鄉鎮市區公所

之各級使用者，可於未來辦理之選舉過程，更便利的建置完整

及正確之數位化資料。 

D. 開放平台與便民查詢並進：以自動化工具萃取可公開或開放之

選務資訊，提供高品質的選務資料開放格式與程式化介面，供

民間依可依需求抓取所需資料後進行加值運用。另兼顧服務一

般大眾，中選會同時提供民眾具關聯性之選舉資訊整合查詢，

民眾可於選舉區、候選人、投開票所、開票結果的不同階段之

選舉資訊串聯查詢，或做不同期間辦理選舉資訊之關聯比較與

分析。 

E. 盤點開放與品質控管兼顧：盤點及分析本會業務資料，建立開

放資料評核、管理、品質檢核、資料上下架及資料供新異動訓

係主動推播等機制，並致力釐清資料公開或開放之法規疑義及

排除法規障礙，促進資料開放及提升資料正確性，以確保本會

開放資料品質與透明化。 

 

五、執行步驟 

(一) 組成專案小組 

    由中選會副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副秘書長擔任執行秘書，下設

資料組、流程組、系統組與品管組，並邀請選務、資訊、社群、媒體

等方面實務專家組顧問群，連同本會設置之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於專案執行過程適時提供顧問諮詢與服務，下設各組職責如下： 

(a)資料組：建立選務資料模型，進行歷史資料之查找、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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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流程組：規劃未來選務資料作業流程，建立選務資料的系統化

產出之標準作業流程並兼提升選務作業效率。 

(c)系統組：負責選務相關系統之整合與規劃建置，資料轉檔、檢

核等軟體工具之提供。 

(d)品管組：負責選務資訊之盤點與彙整、作業流程優化、資訊公

開與開放等之適法性評估，如有法規方面的疑義，則提報行政

院資料開放資訊小組協助處理。 

(二) 選舉歷史資訊之整合建置 

    由資料組召集，所屬選委會各派 1員參與進行所轄區域資料檢

核，另集中配置專責資料查找與檢核人員配合進行相關資料建檔與釐

正作業，主要工作如下： 

(a)資料建模：建立選務資訊模型架構，做為資料查找與補正之基

準。 

(b)差異分析：進行現有歷史資料與資訊模型之差異分析，據以進

行資料之建檔補正。 

(c)轉檔建置：既有數位化資料進行標準化格式轉檔，並針對缺漏

資料進行補正建檔。 

(d)資料校對：檢核建檔與轉檔後資料之正確性。 

(e)關聯分析：建立不同時期之資料關聯，如選舉區、行政區等之

變遷前後，使歷史資料得以相互銜接。 

      (三) 選務作業流程優化 

    由流程組召集，所屬選委會及主要公所派員參與，分組進行選務

資料流程優化之可行性評估與最佳化設計，主要工作如下： 

(a)建立選務資料生命週期標準作業流程：包含各項選舉資訊於資

料建檔、資料轉換、資料校對、資料開放及資料更正等不同階

段之標準作業流程設計。 

(b)選務單位層級及人員分工：依據標準作業流程規劃選務作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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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及組織人員分工，必要時配合進行組織調整。 

(c)配合系統分組之需求分析、流程與雛型設計確認，以及系統功

能測試驗證等。 

(四) 選務相關系統之整合與優化 

    由系統組召集，進行現有中選會各項選務相關系統之整合與優

化，主要工作如下： 

(a)資料表示標準化：建立各項選務資料之標準化資料代碼，對既

有非標準化代碼或非標準化格式之數位資料，提供轉碼/轉檔

軟體工具，並配合歷史資料之補正與建檔，建置標準化資料建

置環境。 

(b)資料產製標準化：配合選務作業流程優化之標準作業程序設

計，進行選務資訊整合系統之系統分析、設計與建置，並配合

資料生命週期進行選舉區、候選人、投開票所等相關資料產製

流程管控。 

(c)資料轉出標準化：自前開選務資訊整合系統萃取可公開或可開

放之選務資料，進行標準化代碼、資料格式等之資料轉出，並

對不得公開之個人資料等進行過濾或隱蔽，確保公開或開放資

料之適法性。 

(五) 選務資料整合、視覺化查詢及開放平台建置 

    由系統組及品管組共同召集，運用萃取出之可公開或可開放之選

務資料，建置公眾平台，便利民眾查詢及提供高品質開放資料格式與

程式介面，主要工作如下： 

(a)建置資料校正管控機制：因選舉的競爭激烈，過程中的些微錯

誤經常在選舉過程中被無限放大檢視，甚至引發抗爭，選務資

訊正確性尤其重要，在資訊公開或開放前須建立嚴謹的資料檢

核與校正機制並賦予系統化的管控，以增進資料正確性之確

保。 

(b)提供選務資訊整合查詢：透關資料關聯，民眾可以在此平台中

進行當次選舉資訊之串聯查詢，例如透過其戶籍地串聯查詢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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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選舉所屬之選舉區與應選名額、候選人基本資料、候選人學

經歷及政見、公辦政見會時間地點及影音檔、候選人得票數與

當選結果等。 

(c)提供歷史資料脈絡查詢：過去不同期間選舉，可能因選舉區的

改變、行政區的變遷或是因代碼的未標準化，無法相互連結而

形成串聯掌握歷史脈絡之障礙，如於歷史資料重整過程進行不

同期間選舉資訊之關聯，民眾將可以在此平台進行選舉結果之

比較分析，例如進行第 1次民選總統至今之趨勢分析，或連結

前台中縣市與改制直轄市後之台中市選舉資訊，進而知悉我國

民主發展之趨勢與脈絡。 

(d)提供資料開放格式與程式介面：提供五星等的資料開放格式

（Linked Open Data）與程式介面，便利民眾共享及應用政府

資料，結合民間創意提升選務資料價值，活化選務資料應用 

(e)提供資料更正之主動推播：因應選舉資訊於正確性上的嚴格要

求，而實務上又於相關資訊公開或開放後仍有資料更正之可能

性，發展資訊推播機制，以於資料更正後，可主動通報資料之

引用者即時進行更正，增進在外流通資訊之正確性。 

(六) 重要工作關聯圖 

重要工作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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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執行進度 

 

查核點 進度 

(%) 

累積進度 

(%) 

辦理事項 

104年 12 月 25% 25% 選務作業流程優化-中央選舉 

開放資料模型建立-中央選舉 

105年 3 月 25% 50% 選務作業流程優化-地方選舉 

開放資料模型建立-地方選舉 

105年 6 月 25% 75% 資訊系統整合與標準化 

選務相關系統整合優化 

105年 9 月 25% 100% 選舉史料數位化 

 

 

時程 

工作項目 

104年 105年 

Q4 Q1 Q2 Q3 

開放資料模型建立 ██ ██ ██  

選舉史料數位化 ██ ██ ██ ██ 

選務作業流程優化 □□ ██ ██  

資訊系統整合與標準化 □□ ██ ██ ██ 

選務相關系統整合優化 □□ ██ ██ ██ 

註：□ 表示於104年應105年大選時效之因應措施，並作為前往前延伸歷史 

    資料及往後納入後續辦理選務資料之基礎。 

 

七、預期完成效益 

    (一) 成果效益 

(1) 建立系統化的選務資料：將現有以選舉結果為主之選舉資料庫擴

增至涵蓋選舉區、候選人(選舉公報)、投開票所等各項選務資料，

並透過回溯選務歷史資料之數位化建檔及選務資料數位化流程之

優化，建立系統化的選務資料，提升數位化選務資料產出之效率

及資料之流通性，促進我國民主政治發展軌跡之紀錄與保存。 

(2) 強化便民服務：運用系統化的之選務資料，結合視覺化網頁設

計，提供電子化選舉公報等符合選民需求的選務資訊創新服務，

較傳統紙本選舉公報有更早之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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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行政效率：中選會配合 Open Data的需求，同時進行選務相

關流程及系統之整合與優化，建立中選會、所屬選委會至全國各

鄉鎮市區公所之標準作業流程，增進選務資料產製之效率與即時

性。 

(4) 促進資料產業發展：提供高品質的選務開放資料，透過民間的創

意加值，創造選務開放資料加值運用之創新應用案例，深化選務

資訊服務。 

(5) 提升我國 Open Data之整體排名：有效提升選舉結果於 OKFN Open 

Data Index之排名，進而有助於提升我國 Open Data之整體排名。 

(6) 增進民主透明: 

a. 選務資料數位化，建置為選務資料中心，為我國民主歷史留下

見證。 

b. 讓選舉資料全面開放，增進透明開放，提升選舉公信力，增進

民主品質。 

 

    (二) 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 

(1) 選務標準作業流程之訂定與實現。 

(2) 選舉開放資料模型之設計與建立。 

(3) 選務資料整合系統規劃與設計、建置。 

(4) 選舉資訊之視覺化設計。 

(5) 選舉開放資料之加值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