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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一點通 
 

 國家圖書館 

 陳麗玲 liling@ncl.edu.tw  

   2014年8月12日  
 



簡報內容 

政府資訊 

政府機關 

政府公報資訊網 

政府統計資訊網 

延伸利用 

    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法務部(全國法
規資料庫)、民間資料庫(法源法律網) 

 

    

 
2014/8/14 2 



政府資訊 

政府資訊：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
取得而存在於文書、 圖畫、照片、磁碟、
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
媒介物及其 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
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第3
條) 

應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第7條) 

有例外， 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第18條) 

2014/8/14 3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
立之實 (試) 驗、研究 、文教、醫療及特種
基金管理等機構。 

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法人
或團體，於政府資訊公開法適用範圍內，
就其受託事務視同政府機關。 (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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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 

網址：http://gaz.ncl.edu.tw 

網站性質：國家圖書館官方網站 

網站規模：最大之政府公報系統 

提供者：國家圖書館（自1984年開始建置） 

營運機制：免費提供 

 



政府公報資訊網資料量 

資料量：（至103年7月） 

數位影像：4,352,137頁影幅 

詮釋資料：1,133,803筆 

電子全文：376,177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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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資訊網簡介(一) 

收錄民國元年以來，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
所出版之60餘種公報。 

其中行政院各部會共18種公報，已於民國
94年1月整合為《行政院公報》。 
檔案格式：tiff檔案格式；目前陸續轉製
成pdf格式。 
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已出版pdf檔。 

 



公報資訊網簡介(二) 

透過本公報資訊網，可以有效掌握政府公
（發）布之法律、命令、規章，以及政策
措施、施政計畫等，促進政府資訊公開與
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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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資訊網檢索策略 

「最新出版公報」提供即時訊息。 

「簡易查詢」輸入檢索值，檢索資訊。 

瀏覽總統府公報、五院公報、地方政府公
報內容。 

「一般查詢」與「進階查詢」，從案由、
發文著者╱機關、公報名稱、發文字號、
相關法規、人名╱團體或是主題等欄位，
輸入不同查詢條件來檢索利用。 

 



延伸服務 

Web2.0互動式服務機制 

 

 

RSS自動訂閱機制 

總統府 、行政 、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一
府五院公報，及臺北市、高雄市政府公報 

UTF-8、Bloglines、Live.com、GoogleReader、
iGoogle 

其他官網延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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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資訊網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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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影像瀏覽軟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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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影像瀏覽軟體下載 



貳、國家圖書館政府統計資訊網 

網址：http://stat.ncl.edu.tw 

網站性質：國家圖書館官方網站 

網站規模：多種類之政府統計系統 

提供者：國家圖書館（自1998年開始建置） 

營運機制：免費提供 

 

2014/8/14 14 



政府統計資訊網資料量 

資料量：（至103年7月） 

數位影像：2,006,827頁影幅 

詮釋資料：528,152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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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訊網簡介(一) 

收錄範圍：以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出版的
統計年刊、專論及調查報告為主。 

收錄機關：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
察院、行政院暨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及各縣
市地方政府。 

收錄主題：包含醫藥衛生、交通運輸、教
育文化、國民經濟、金融財政、人力資源、
社會福利、勞資關係、司法犯罪、地理環
境等統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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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訊網簡介(二) 

檔案格式：jpg及tif檔案格式，目前陸續進
行pdf格式轉製。 

客觀反應各級政府施政成果、行政績效、
政策評比，是產業、民生物資變動等國家
社會狀況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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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訊網特色 

提供政府機關統計數據。 

書刊篇目及全文影像收錄完備。 

提供跨機關及主題之政府統計資訊。 

提供政府統計名詞檢索及相關網頁連結。 

查詢功能便捷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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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訊網檢索策略 

提供簡易、一般、進階查詢三種檢索介面。 

配合出版日期瀏覽、刊名瀏覽等方式，以
及統計提要、統計通報、統計速報，彙整
統計數據及統計書刊資訊。 

提供政府統計名詞解釋之查詢介面及網頁
連結。 

建置統計刊物指南，提供政府統計書刊出
版狀況及官方網站電子資訊。 

其他官網延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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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訊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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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 

網站性質：行政機關官方網站 

提供者：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公報編印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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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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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內容 

統一刊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涉及人民權
益之法令等重要事項 。 

按年分卷，按日分期，頁眉顯示卷、期、
西元日期（年、月、日）及篇名，頁碼置
於頁底並依卷連續編定。 

電子檔每出刊日下午4時同步上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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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分類 

綜合行政篇：院本部、主計、人事、大陸事務、研考及其
他不屬於下列 7篇之事項 。 

內政篇：內政、海巡、原住民、客家及選舉。  

外交、國防及法務篇：外交、國防、法務、僑務及退除役
官兵輔導。 

財政經濟篇：財政、經濟、央銀、經濟建設、公平交易、
消費者保護及金融監督管理。 

教育文化篇：教育、蒙藏、新聞、故宮、國家科學、青年
輔導、文化建設及體育。 

交通建設篇：交通、公共工程、飛航安全及通訊傳播。 

農業環保篇：環保、原子能及農業。 

衛生勞動篇：衛生及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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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種類 

計有 8大類 ： 

   (1) 法規 
(2) 行政規則 
(3) 公告及送達   
(4) 處分 
(5) 特載  
(6) 專載 
(7) 轉載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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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行政院公報 

公報查詢：公報查詢(簡易及進階)、府院公
報查詢(整合) 

網路資源查詢：國內外公報系統 

       國內：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專業公報 

       國外：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非洲 

其他網站查詢：政府公開資訊、政府出版、
政府採購、政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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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立法院法律系統 

網址：http://lis.ly.gov.tw/lgcgi/lglaw 

網站性質：立法機關官方網站 

提供者：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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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法律系統內容 

收錄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布的法律
全文，內容包括現行有效、廢止、停止適
用的法律條文內容。 

提供自民國 59 年以來，歷次修正之立法紀
錄、部分修正條文的立法理由及修正後的
法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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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閱歷次法條版本  

調閱立法議事記錄 調閱歷次修正條文及理由 

調閱法條歷次修正沿革 



伍、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網址：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網站性質：司法機關官方網站 

提供者：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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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收錄各級法院每日裁判書，統一建構司法體系各
法院裁判書傳送機制，即時公開。 

 



延伸網站 

大法官：聲請程序、案件審理、大法官解
釋、相關法規… 

司 法週刊：電子報(E-paper) 

司法博物館： 

法治教育：認識法院、法律教室、少年保
護、婦幼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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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 

網址：http://law.moj.gov.tw 

網站性質：行政機關官方網站 

提供者：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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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 

每日提供法規異動訊息，為行政機關法規
資訊公開之統一入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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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 

提供中央政府機關之憲法、法律、法規命令、
條約協定、兩岸協議資料檢索服務。 

提供大法官解釋、最高法院判例檢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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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活用語」對照查詢「法
條用語」功能，協助民眾易於查
詢法規資料。 

 

提供「訴訟輔導」、「法律常
識」、「法律諮詢」等免費資源，
扶助法律弱勢。 

 

 

針對高中職學生推廣法治教育，
提供老師參考創意教案。 



2014/8/14 37 

柒、法源法律網 

網址：http://www.lawbank.com.tw  

網站性質：民間最大法學資料庫 

提供者：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量：總量1,262萬餘筆 

分類：法律新訊、法規、司法判解、行政
函釋、裁判書、法學論著等六類 

資料更新每日即時更新資料  

營運機制：會員制   (法源電子報免費提供) 

 

http://www.lawbank.com.tw/


法源法律網資料範圍 
法律新訊：法律新聞、法規新訊、判解新訊、函釋新訊、
法規草案 

法規：總統與各級政府機關、單位所公（發）布現行及歷
史之法令規章，依法規性質與機關執掌區分23類222目。 

司法判解：司法體系（司法院、各級法院、檢察署）對外
公布的實務見解，包括司法解釋、判例、裁判、決議、法
律問題、大法官不受理案件等資料。 

行政函釋：各主管機關本於法律授權或職權，為協助下級
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
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目前收編36類。 

裁判書：各級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智慧財產法院 

法學論著：收錄各類期刊報章所發表之法學論著，依其性
質分為11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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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特色 

  關聯式查詢法規 
 全文檢索各類資料 
 法條內容、 立法理由、相關聯資料 
 法條歷史版本對照 
 法規附件圖表連結 
 尚未生效法規註記，並提供現行有效條文對照 
 分析相關法條與重點要旨整編 
 已廢棄見解註記不再援用 
 配合訴訟制度提供歷審裁判關聯連結 
 免費訂閱法源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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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特色 

關聯式查詢法規 

全文檢索各類資料 

法條內容、 立法理由、相關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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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