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名詞解釋
詮釋資料(Metadata)
描述資料的資料

資料集(Dataset)
指可辨識的資料集合，可能為單一資料，也可能為一個資
料集對應多筆資料來源的狀態

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
提供資料和服務之來源或外部資料來源等

 系統連結
水資料分享站

http://wise.wra.gov.tw/
為水利署對外開放資料展示平臺，不須登入即可檢視水
利署開放資料，並提供統計圖表、地圖套繪的功能

水利資料整合雲平臺-開放資料
http://data.wra.gov.tw/
水利署內提供開放資料相關業務人員進行新增、維護、

審核等作業之平臺

 客服聯繫方式
開放資料政策、業務
水利署資訊室何先生
04-22501433
a210090@wra.gov.tw

系統操作、開放資料業務協助
開放資料營運團隊黃小姐
04-24516669 #606
leanna@gi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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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開放資料需求 /
預計開放資料

開始盤點

確認資料來源類型

資料庫 可剖析 不可剖析

維護開放資料

資料權責人員
資料集聯繫窗口，負
責提供資料集詮釋資
料

資料審核人員
由資料權責人員之主
管擔任，負責審核資
料之正確性、開放妥
適性

資料稽核人員
對於具專業知識背景
且熟悉資料變動之人
員，負責於資料正式
對外供應前進行內容
正確性與完整性檢核

資訊管理人員
由水利署資訊室擔任，
負責協助推動開放資
料作業等行政作業支
援

是否已經
建置過開
放資料

新增開放資料

修改資料內容

填寫詮釋資料 / 相關資訊設定

送出審核

發布

服務註冊

服務審核

資料內
容稽核

服務上線

開放資料上架

送出審核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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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
查詢

查詢水利署
目前所有開
放資料(含
對內提供)

預計開放
開放需求

管理未來預
計開放資料

提出開放資
料需求

開放資料
盤點

新增/維護
開放資料詮
釋資料

審核開放資
料

資料內容
稽核

確認資料內
容是否正確、
一致

資料發布
與上架

完成開放資
料作業，即
將上架到國
發會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
囉!!

開放資料整合在水利資料整合雲
平臺中，點擊開始開放資料作業

所有開放資料相關的功能都在這，按照
不同權限看到不一樣的功能列表

不論是查詢、填寫資料…等
操作，皆在這個區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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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 審核人員 / 稽核人員 / 資訊管理人員
2. 功能說明：查詢水利署目前所有開放資料(含對內提供之資料)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開放資料查詢」

 一般查詢
 關鍵字：輸入任意關鍵字
 僅搜尋Open Data：只要搜尋開放資料，請勾選。若需要查詢
對內開放的資料，請取消勾選

 內文全文檢索：勾選是否須以全文搜尋方式進行查詢

 進階查詢：點擊「進階」按扭，展開進階搜尋功能
 資料集名稱：輸入資料集名稱中可能包含的字詞
 資料集描述：輸入描述中可能包含的字詞
 階層：選擇開放資料階層
 資料權責單位：選擇開放資料權責機關與單位

左側子功能列中「開放資料」按鈕
*點擊「重設」則消除所有查詢條件設定

查詢結果將顯是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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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 審核人員 / 稽核人員 / 資訊管理人員
2. 功能說明：如果您有開放資料需求，可先至開放資料查詢確認

是否已開放，若沒有，即可使用此功能提出您的開放需求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資料開放需求」

 資料集名稱：輸入資料集名稱
 資料權責單位：選擇資料權責機關、單位及人員
 需求說明：填寫需求資料集之原因，需求資料及內需包含的項目

需求單將送給資訊管理人員及權責人員進行處理

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 資訊管理人員
2. 功能說明：權責人員或資訊管理人員收到需求後，透過此功能

進行處理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資料開放需求單管理」

 需求單位(關鍵字)：輸入提出需求單位之關鍵字，如綜合、保
育…等

 資料集名稱(關鍵字)：輸入資料集名稱之關鍵字
 需求單處理狀態：選擇需求單處理狀態，透過此功能您可以更方
便確認目前仍待處理或已處理的表單

依據您設定的篩選條件進行查詢

「處理」：若此需求之資料集適合開放，則點擊「處理」開始進行開
放資料作業，頁面將引導至「新增開放資料」

「退回」：若此需求不適合開放或已有相似之資料集，請選擇「退
回」，並請於退回原因中明確告知需求者，無法開放原因(如相關法
令規範)或相似資料集名稱，再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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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資訊管理人員
2. 功能說明：資訊管理人員可利用單筆新增功能，進行資料建置。

建議使用在臨時或上級單位要求等開放資料需求，如國發會或
環保署…等單位可能因環境相關議題或其他所需，請水利署提
供開放資料之情形。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資料開放需求」

需求單將送給資訊管理人員及權責人員進行處理

欄位名稱 填寫方式

資料權責 選擇資料權責機關、單位、人員，包括水利署及所屬單位，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之中文名稱

來源系統名稱 產生該資料之系統名稱

資料集描述
描述該資料集內容、關鍵資訊…等，可讓使用者了解資料
內容之說明

使用對象

選擇資料集會使用之對象
• 內部使用
• 跨機關使用
• 提供民眾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欄位之名稱、屬性及內容簡要說明，可針對資料內
容最主要之部分先行填寫。

資料分類

選擇資料分類
• 甲類-開放資料
• 乙類-有限度利用資料
• 丙類-不開放資料

應用主題

依據資料內容之屬性歸類四種應用主題
• 水資源資料應用
• 水文資料應用
• 水利防災應用
• 水情資料應用

資料需求 選擇資料需求大類及子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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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資訊管理人員
2. 功能說明：提供水利署主辦開放資料作業之人員，於完成經濟

部年度資料盤點分表簽核後，資訊管理人員透過此功能，將檔
案上傳至系統中，系統將以清單方式呈現該次上傳之資料集清
單。資訊管理人員可針對個別資料集進行資料編輯或刪除。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資料開放需求」

完成填寫後，請點擊「選擇檔案」，並選擇方才編輯的Excel檔案

請先下載範例格式，並將預計開放資料之資訊填寫至Excel檔案中，
欄位填寫方式同上一頁說明。

請確認是否正確預計開放清單內容是否正確

確認資料無誤後，請點擊「新增至預計開放清單」，並至「預計開放
清單管理」中檢視。若沒有此按鈕，表示上傳之Excel檔案內容有誤。

批次新增Excel範例檔案

若填寫資訊內容有誤時，上傳後系統將說明錯誤情形，請您修正匯
入之Excel檔案後，再重新上傳一次。

錯誤情形

錯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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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 資訊管理人員
2. 功能說明：提供資訊管理人員管理與維護預計開放清單；權責

人員透過此功能開始進行新增開放資料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預計開放清單管理」

點擊資料集名稱，可檢視資料集相關資訊

點擊編輯後可編輯相關資訊，編輯完成後，點擊儲存即完成

若需刪除該筆預計開放資料，請點擊刪除

若您為資料集之權責人員，可透過此功能進行
開放資料新增，頁面將引導至「新增開放資料」

檢視資料集資訊 編輯資料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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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2. 功能說明：填寫資料集詮釋資料、設定連線資訊、欄位資料設

定等，與資料集相關的資料都在此功能進行填寫。除資料集詮
釋資料外，依據不同資料特性有不同操作流程，如後說明。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開放資料」

填寫資料集屬性資料內容，填寫方式請參考附件

 角色設定：請選擇資料權責人員、資料審核人員、資料
稽核人員，指派原則請參考附件

 資料集資訊：請填寫資料集相關資訊，填寫方式請參如
附件
• 標籤 / 關鍵字：若超過五個關鍵字，可點擊「新增」

增加填寫欄位
• 收錄期間：若資料仍持續更新中，請先勾選「資料集

是否持續更新中」，並選擇開始收錄時間。若資料已
不再更新，請取消勾選。

 收費與授權：請選擇資料集開放授權方式及是否收費及
其計費方式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完成此頁面後，您即可前往下一步，開始進行資料庫連線
資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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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資料庫連線資訊，如資料庫IP/Port、DNS Name、
資料庫類型、帳號、密碼、資料庫名稱、資料表名稱

請您點擊連線測試按鈕，確認該資料庫是連線的，且帳號
密碼具有足夠的權限可供讀取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完成此頁面後，您即可前往下一步，開始進行資料庫連線
資訊設定

您可以透過流程圖，

了解目前的操作步驟，亦可點擊前
一步驟之圓圈，回到上一步

當點擊連線測試、儲存或下一步等按鈕，出現錯誤訊息時，請您再確
認一次資料庫連線資訊填寫內容是否正確

錯誤說明錯誤說明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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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欄位名稱：請填寫該欄位之完整中文名稱
 英文欄位名稱：請填寫該欄位之完整英文名稱
 欄位屬性：

• 主索引鍵：請選擇資料表中，可以做為該筆資料辨識
的唯一值欄位，例如人的身分證資料、測站的編號、
資料的辨識碼

• 資料欄位：一般資料紀錄欄位
• 地理空間資訊：資料內容為坐標值，請先選擇坐標系

統，在選擇X、Y值所對應的欄位
 對應資料表欄位：請選擇資料表中對應之欄位
 型別：選擇資料型別(即欄位內容之屬性)

• nvarchar：文字
• datetime：日期
• int：整數
• double：浮點數(有小數位之數值)

 欄位說明：若該欄位有面積、體積等量測單位可於此欄
位補充說明。或該欄位內容為代碼，請說明代碼表示之
意義

完成填寫欄位資訊後，請點擊新增。依據資料庫欄位數量，
重複操作步驟1~2。(若共15個欄位，即重複15次)

請確認欄位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若不正確可透過編輯功能進行修正

若需刪除欄位，可點擊刪除按鈕

完成欄位設定，並確認資料內容無誤後，點擊「送出審核」

若須清除填寫資訊(全部清除)，可點擊清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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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選擇坐標系統
步驟2. 選擇X、Y值所對應的欄位



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2. 功能說明：填寫資料集詮釋資料、解析檔案、欄位資料設定等，

與資料集相關的資料都在此功能進行填寫。除資料集詮釋資料
外，依據不同資料特性有不同操作流程，如後說明。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開放資料」

填寫資料集屬性資料內容，填寫方式請參考附件

 角色設定：請選擇資料權責人員、資料審核人員、資料
稽核人員，指派原則請參考附件

 資料集資訊：請填寫資料集相關資訊，填寫方式請參如
附件
• 標籤 / 關鍵字：若超過五個關鍵字，可點擊「新增」

增加填寫欄位
• 收錄期間：若資料仍持續更新中，請先勾選「資料集

是否持續更新中」，並選擇開始收錄時間。若資料已
不再更新，請取消勾選。

 收費與授權：請選擇資料集開放授權方式及是否收費及
其計費方式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完成此頁面後，您即可前往下一步，開始進行資料庫連線
資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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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剖析檔案，為表格式資料，表格內不可含有跨欄、合併欄位等
特殊格式

解析結果中會列出表格之標題列名稱，請確認解析結果是
否正確。若需重新上傳檔案，請點擊「重新上傳」。

於電腦中選擇此資料集的實體可剖析檔案，並點擊「開始
解析」。(此步驟是將表格式的資料，透過機器讀取的方式，
儲存至水利署之雲端環境中)

StationIdentifier RecordTime WaterLevel

1140H002 2016-10-20T18:10:00 531.11

1140H043 2016-10-20T18:10:00 440.62

1140H048 2016-10-24T08:10:00 28.57

1140H049 2016-10-24T08:10:00 22.25

1140H054 2016-10-20T18:10:00 248.1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跨欄

文字註解
與

合併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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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欄位名稱：請填寫該欄位之完整中文名稱
 英文欄位名稱：請填寫該欄位之完整英文名稱
 欄位屬性：

• 主索引鍵：請選擇資料表中，可以做為該筆資料辨識
的唯一值欄位，例如人的身分證資料、測站的編號、
資料的辨識碼

• 資料欄位：一般資料紀錄欄位
• 地理空間資訊：資料內容為坐標值，請先選擇坐標系

統，在選擇X、Y值所對應的欄位
 對應資料表欄位：請選擇資料表中對應之欄位
 型別：選擇資料型別(即欄位內容之屬性)

• nvarchar：文字
• datetime：日期
• int：整數
• double：浮點數(有小數位之數值)

 欄位說明：若該欄位有面積、體積等量測單位可於此欄
位補充說明。或該欄位內容為代碼，請說明代碼表示之
意義

完成填寫欄位資訊後，請點擊新增。依據資料庫欄位數量，
重複操作步驟1~2。(若共15個欄位，即重複15次)

請確認欄位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若不正確可透過編輯功能進行修正

若需刪除欄位，可點擊刪除按鈕

完成欄位設定，並確認資料內容無誤後，點擊「送出審核」

若須清除填寫資訊(全部清除)，可點擊清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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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2. 功能說明：填寫資料集詮釋資料、解析Web Services、欄位資

料設定等，與資料集相關的資料都在此功能進行填寫。除資料
集詮釋資料外，依據不同資料特性有不同操作流程，如後說明。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開放資料」

填寫資料集屬性資料內容，填寫方式請參考附件

 角色設定：請選擇資料權責人員、資料審核人員、資料
稽核人員，指派原則請參考附件

 資料集資訊：請填寫資料集相關資訊，填寫方式請參如
附件
• 標籤 / 關鍵字：若超過五個關鍵字，可點擊「新增」

增加填寫欄位
• 收錄期間：若資料仍持續更新中，請先勾選「資料集

是否持續更新中」，並選擇開始收錄時間。若資料已
不再更新，請取消勾選。

 收費與授權：請選擇資料集開放授權方式及是否收費及
其計費方式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完成此頁面後，您即可前往下一步，開始進行資料庫連線
資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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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結果中會列出資料欄位之名稱，請確認解析結果是否
正確。若需重新設定，請點擊「重新設定」。

輸入Web Services 的URL後，點擊「開始解析」(此步驟
是將符合水利署規範的Web Services，透過機器讀取的方
式，儲存至水利署之雲端環境中)

無參數 Web Services 相關規範
• Web Services必須可透過HTTP method 的Get取得資料（無參

數或固定參數Web Service）
• Web Services回傳的資料格式必須為XML，XML格式必須符合

下列說明：
1. 根節點底下第一層節點為資料集每筆資料的節點
2. 根節點底下第二層節點為資料集每筆資料的欄位節點

<WQXRiver>

<Data>

<SiteName>貢寮大橋</SiteName>

<SiteEngName>Gongliaoda Bridge</SiteEngName>

<County>新北市</County>

<Township>貢寮區</Township>

<Basin>雙溪流域</Basin>

<River>雙溪</River>

<TWD97Lon>121.9095290</TWD97Lon>

<TWD97Lat>25.0207100</TWD97Lat>

<ItemName>大腸桿菌群</ItemName>

<ItemValue>4700</ItemValue>

<ItemUnit>CFU/100mL</ItemUnit>

</Data>

</WQXRiver>

根節點

每筆資料的節點

欄位的節點

34 35



 中文欄位名稱：請填寫該欄位之完整中文名稱
 英文欄位名稱：請填寫該欄位之完整英文名稱
 欄位屬性：

• 主索引鍵：請選擇資料表中，可以做為該筆資料辨識
的唯一值欄位，例如人的身分證資料、測站的編號、
資料的辨識碼

• 資料欄位：一般資料紀錄欄位
• 地理空間資訊：資料內容為坐標值，請先選擇坐標系

統，在選擇X、Y值所對應的欄位
 對應資料表欄位：請選擇資料表中對應之欄位
 型別：選擇資料型別(即欄位內容之屬性)

• nvarchar：文字
• datetime：日期
• int：整數
• double：浮點數(有小數位之數值)

 欄位說明：若該欄位有面積、體積等量測單位可於此欄
位補充說明。或該欄位內容為代碼，請說明代碼表示之
意義

完成填寫欄位資訊後，請點擊新增。依據資料庫欄位數量，
重複操作步驟1~2。(若共15個欄位，即重複15次)

請確認欄位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若不正確可透過編輯功能進行修正

若需刪除欄位，可點擊刪除按鈕

完成欄位設定，並確認資料內容無誤後，點擊「送出審核」

若須清除填寫資訊(全部清除)，可點擊清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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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2. 功能說明：填寫資料集詮釋資料，與資料集相關的資料都在此

功能進行填寫。除資料集詮釋資料外，依據不同資料特性有不
同操作流程，如後說明。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開放資料」

填寫資料集屬性資料內容，填寫方式請參考附件

 角色設定：請選擇資料權責人員、資料審核人員、資料
稽核人員，指派原則請參考附件

 資料集資訊：請填寫資料集相關資訊，填寫方式請參如
附件
• 標籤 / 關鍵字：若超過五個關鍵字，可點擊「新增」

增加填寫欄位
• 收錄期間：若資料仍持續更新中，請先勾選「資料集

是否持續更新中」，並選擇開始收錄時間。若資料已
不再更新，請取消勾選。

 收費與授權：請選擇資料集開放授權方式及是否收費及
其計費方式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完成欄位設定，並確認資料內容無誤後，點擊「送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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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2. 功能說明：填寫資料集詮釋資料，並提供有參數Web

Sservices 之URL及服務規格書，與資料集相關的資料都在此功
能進行填寫。除資料集詮釋資料外，依據不同資料特性有不同
操作流程，如後說明。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開放資料」

填寫資料集屬性資料內容，填寫方式請參考附件

 角色設定：請選擇資料權責人員、資料審核人員、資料
稽核人員，指派原則請參考附件

 資料集資訊：請填寫資料集相關資訊，填寫方式請參如
附件
• 標籤 / 關鍵字：若超過五個關鍵字，可點擊「新增」

增加填寫欄位
• 收錄期間：若資料仍持續更新中，請先勾選「資料集

是否持續更新中」，並選擇開始收錄時間。若資料已
不再更新，請取消勾選。

 收費與授權：請選擇資料集開放授權方式及是否收費及
其計費方式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有參數 Web Services 即為不限制任何格式之Web Services

完成此頁面後，您即可前往下一步，開始進行資料庫連線
資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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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該服務之服務規格書，內容至少須包含服務使用方式、
限制網域、特定參數規則…等資訊，以利未來引用服務者介
接使用

請輸入Web Services的URL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完成欄位設定，並確認資料內容無誤後，點擊「送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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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2. 功能說明：填寫資料集詮釋資料，並提供有存取檔案之URL(即

為點擊連結就能夠下載到檔案的網址)，與資料集相關的資料都
在此功能進行填寫。除資料集詮釋資料外，依據不同資料特性
有不同操作流程，如後說明。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新增開放資料」

填寫資料集屬性資料內容，填寫方式請參考附件

 角色設定：請選擇資料權責人員、資料審核人員、資料
稽核人員，指派原則請參考附件

 資料集資訊：請填寫資料集相關資訊，填寫方式請參如
附件
• 標籤 / 關鍵字：若超過五個關鍵字，可點擊「新增」

增加填寫欄位
• 收錄期間：若資料仍持續更新中，請先勾選「資料集

是否持續更新中」，並選擇開始收錄時間。若資料已
不再更新，請取消勾選。

 收費與授權：請選擇資料集開放授權方式及是否收費及
其計費方式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完成此頁面後，您即可前往下一步，開始進行資料庫連線
資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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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下載/存取該檔案後，會得到的檔案格式為何

請輸入資料存取的URL

若您尚未完成或尚不需要送出審核，可點擊儲存，系統將
儲存您本次所填寫的資料

完成欄位設定，並確認資料內容無誤後，點擊「送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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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權責人員
2. 功能說明：提供資料權責人員進行資料編輯、抽回審核申請、

修正或服務註冊，資料集會依據不同的狀態，有對應的功能，
如後說明。

編輯：已新增開放資料，並儲存，但尚未發布前，可透過開放
資料維護功能進行編輯

修改：已完成開放資料新增，但經審核後退回，可透過此功能
進行開放資料修正

抽回審核申請：已完成開放資料新增，並送出審核，可在尚未
審核前抽回審核申請

服務註冊：已完成開放資料新增，並通過審核且發布開
放資料，可透過此功能進行下一步驟「服務註冊」

您可以透過燈號確認資料

集之完整性及正確性，是否符合稽核指標。

• 完整性：所有欄位總計空值或Null值不
超過30%

• 正確性：資料存取或下載網址是
否正確可使用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開放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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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未發佈頁籤，並找到需編輯之資料集 選擇未發佈頁籤，並找到需編輯之資料集

點擊「編輯」，頁面將引導至維護介面，即可開始編輯資
料

點擊「抽回審核申請」，並再次確定是否要抽回審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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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註冊

選擇已發佈頁籤，並找到需編輯之資料集 選擇未發佈頁籤，並找到需編輯之資料集

點擊「服務註冊」，頁面將引導至服務註冊介面，即可開
始註冊服務，並填寫服務相關資訊

點擊「抽回審核申請」，並再次確定是否要抽回審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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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審核人員 / 資訊管理人員
2. 功能說明：審核人員需確認資料集屬性、資料角色設定、資料

集資訊及相關資料庫連線、資料解析內容…等是否填寫完整且
正確適宜。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開放資料審核」

填寫資料集屬性資料內容，填寫方式請參考附件

請確認詮釋資料內容填寫是否正確，不同資料來源頁數不
同，請切換頁面或點擊流程圖圓圈進行檢視

若確認詮釋資料內容皆正確，請點擊「審核通過」，並確定是否
通過此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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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確認詮釋資料內容皆正確，請點擊「審核通過」，並確定
是否通過此開放資料

請詳細說明退回修改原因，例如哪一個欄位資料內容不符合
規定或填寫不恰當，並敘明不符合原因及建議修正方式

填寫完畢後，請點擊「確認退回修改」，並確定是否退回此
開放資料

權責人員請回到開放資料維護中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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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稽核人員
2. 功能說明：稽核人員針對資料內容進行稽核作業，確認資料內

容是否與原始資料內容相符，且正確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資料內容稽核」

點擊資料集名稱開始進行資料稽核作業

點擊HTML檢視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若資料內容皆正常且符合規格，請點擊「正常符合規格」，本次稽核
結果將紀錄於歷程中

若資料內容有不符合規格或異常情形，請點擊「異常通知權責人員」

請詳細填寫異常原因，例如哪一個欄位資料內容不符合規定或填寫不
恰當，並敘明不符合原因及建議修正方式

填寫完畢後，請點擊「確認送出異常通知權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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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權限：資訊管理人員
2. 功能說明：此功能僅提供資訊管理人員使用，以燈號表示個開

放資料作業流程完成進度，若已完成所有流程，資訊管理人員
可進行上架作業。點擊上架後，開放資料即推送至國發會政府
資料開放平臺

點選左側子功能列中「資料發布與上架」

開放資料即推送至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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