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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推動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續階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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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推動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續階實施計畫」
執行情形調查表

一、辦理依據

(一)行政院106年10月31日院授發資字第1061502828號函頒「推動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

式續階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機關名稱）「推動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計畫」。

(三)推動分工項目係依據本計畫第七點規定辦理。

二、資料彙整機關：請【行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彙整所屬各級機關（構）、學校及國營事業機構執

行情形後統一填列。

三、調查期程：請【行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於107年7月30日前彙整所屬機關推動資料，以電子郵件

免備文逕送本會聯絡窗口（電子郵件信箱：odf@ndc.gov.tw）。

四、填報問題諮詢服務：請洽本會ODF諮詢窗口

(一)電話02-5568-6069按9

(二)電子郵件信箱：odf@ndc.gov.tw。

五、各機關可視需要自行增列參考附件或其他佐證資料。

mailto:odf@ndc.gov.tw


六、整體執行情形

(一)共通工作項目

項次 推動項目 關鍵績效指標
推動措施（各機關可視需要自行增列參考附件或其他佐證

資料）

1

行政院所屬中央二級

機關應訂定機關執行

計畫，並針對所屬機

關執行成效辦理考核

定期邀集所屬機關召開

推動會議，協調各機關

(單位)推動事宜及督考

執行計畫之執行成效

2
提升電子公文附件採

用ODF文件格式之使
用比例

本部暨部屬機關(構)電

子公文附件之可編輯文

件使用ODF文件格式比
率

【計算公式(採計電子

公文附件中之可編輯文

件)：ODF文件數量/
(ODF文件數量+商用文
件格式數量)】

3 「產業輔導計畫文

件」、「服務企業

之資訊系統」支援

ODF文件格式

1.產業輔導計畫之文
件、表單與成果等相關

文件優先採用ODF文件
格式製作。

辦理

情形

量化

指標

○○○機關及所屬機關提供企業或民間團體

使用之資訊系統總數

○個



項次 推動項目 關鍵績效指標
推動措施（各機關可視需要自行增列參考附件或其他佐證

資料）

2.服務企業資訊系統之
可編輯文件、表單優先

採用ODF文件格式。

應支援ODF格式之資訊系統
【註：提供企業或民間團體使用之資訊系統

，如有提供匯出可編輯文件（文件、試算表

）之功能，則應支援ODF格式。】

○個

已支援ODF格式之資訊系統 ○個

執行率 ○％

4
政府資訊系統全面支

援ODF 文件格式

1.辦理資訊系統盤點作
業，依系統特性排定系

統修改優先順序(服務

企業、民眾、跨機關資

訊系統優先)

2.新建置之資訊系統應
全面支援ODF文件格式
3.政府資訊系統支援
ODF文件格式比例

辦理

情形

量化

指標

資訊系統總數（扣除提供企業、民間團體使

用之資訊系統）

○個

應支援ODF格式之資訊系統總數
【註：政府資訊系統（包含內部使用之資訊

系統），如有提供匯出可編輯文件（文件、

試算表）之功能，且該文件亦提供外界運用

，則應支援ODF格式。】

○個

已支援ODF格式之資訊系統 ○個

執行率 ○％

5
政府網站支援ODF
文件格式

1.政府網站支援ODF文
件格式比例

2.政府網站之可編輯文
件、表單優先採用ODF
文件格式

辦理

情形

量化

指標

○○○機關及所屬機關網站總數 ○個

支援ODF格式之網站 ○個

執行率 ○％



項次 推動項目 關鍵績效指標
推動措施（各機關可視需要自行增列參考附件或其他佐證

資料）

6
ODF文件格式推廣與
教育訓練

1.辦理教育訓練(本機關
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

國營事業)

2.建立機關ODF文件格
式諮詢窗口

3.其他推廣與輔導措施
(如建立機關ODF文件格
式之公務文件範本、網

站推廣等)

7
【各機關依推動分工

項目或視需要自訂推

動項目】

【各機關依推動分工項

目或視需要自訂關鍵績

效指標】

○○○○○○○○○○○○○○○○○○○○○○○○○

○○○○○○○○○○○○○○○○○○○○○○○○○

【附件】

※各機關可視需要自行增列參考附件或其他佐證資料，如：服務企業之資訊系統清單、資訊

系統清單、網站清單及其他佐證資料等。



(二)部會分工項目

機關 項目 完成期限 辦理情形

國家發展委員會

(含檔案管理局)

1.建立政府ODF文件格式驗證基準及

應用工具

2.建立ODF文件格式開源應用機制

3.發展ODF文件格式共用系統元件

4.透過資通訊計畫審議及資源配置，

推動各機關導入ODF文件格式應用

5.政府公文電子交換可編輯之附件文

件檔案格式以ODF文件格式優先

1.107年6月

2.107年12月

3.108年12月

4.109年12月

5.109年12月

行政院主計總處 透過預算審議及資源配置，推動各機

關導入ODF文件格式格式應用

109年12月

科技部 研究計畫之文件、表格與成果等相關

文件優先以ODF文件格式製作

108年12月

教育部 1.大專校院學研計畫之文件、表格與

成果等相關文件優先以ODF文件格

式製作

2.推動學校單位ODF文件格式應用

1.108年12月

2.



機關 項目 完成期限 辦理情形

(1)行政作業以ODF文件流通

(2)教師在職訓練納入ODF文件格式

課程

(3)以可製作標準ODF文件之軟體作

為基礎教育應用工具

(1)108年12月

(2)109年12月

(3)109年12月

經濟部

(工業局)

1.資訊系統ODF文件轉出需求列入共

同供應契約

2.ODF文件格式教育訓練需求列入共

同供應契約

1.107年12月

2.107年12月

公共工程委員會 政府採購相關作業範本(含增修)提供

ODF文件格式供下載使用

109年12月

財政部、經濟部、交

通部、中央銀行、金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國營事業)

以可製作標準ODF文件之軟體製作政

府文件，推動國營事業文件流通

109年12月



【填表參考範例】

本範例提供參考，請行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依實際辦理情形填列。

項次 推動項目 關鍵績效指標 推動措施

1

行政院所屬中央二

級機關應訂定機關

執行計畫，並針對

所屬機關執行成效

辦理考核

定期邀集所屬機關召開

推動會議，協調各機關

(單位)推動事宜及督考

執行計畫之執行成效

辦理情形

1、○○○機關已於○年○月○日邀請所屬機關召開○○○
會議。

2、○○○機關將於○年○月○日辦理成效考核作業。
3、○○○○○○〔其他推動措施，機關可視需要自行填
列〕

4、○○○（機關名稱）「推動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
標準格式執行計畫」執行情形與關鍵績效指標達成率說

明。

2
提升電子公文附件

採用ODF文件格式
之使用比例

各機關電子公文附件之

可編輯文件使用ODF文
件格式比例

辦理情形

1、為提升○○○機關及所屬機關，電子公文附件採用ODF
文件格式之使用比例，辦理○○○措施。

2、○○○○○○〔其他推動措施或統計數據，機關可視需
要自行填列〕

【107年1月起，由各機關針對「發文附件ODF比例」自行
統計管考。配合檔案管理局新公文電子交換系統上線時程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將自108年開始提供相關統計數據。
】

3 「產業輔導計畫文

件」、「服務企業

之資訊系統」支援

1.產業輔導計畫之文
件、表單與成果等相關

文件優先採用ODF文件

辦理

情形

1、○○○機關及所屬機關之產業輔導計畫、民間團
體補捐助計畫計○個，已提供ODF格式申請文件
、表單供民眾運用。



項次 推動項目 關鍵績效指標 推動措施

ODF文件格式

格式製作。

2.服務企業資訊系統之
可編輯文件、表單優先

採用ODF文件格式。

2、○○○○○○〔其他推動措施，機關可視需要自
行填列〕

量化

指標

○○○機關及所屬機關提供企業或民間團體

使用之資訊系統總數

○個

應支援ODF格式之資訊系統
【註：提供企業或民間團體使用之資訊系統

，如有提供匯出可編輯文件（文件、試算表

）之功能，則應支援ODF格式。】

○個

已支援ODF格式之資訊系統 ○個

執行率 ○％

4 政府資訊系統全面

支援ODF 文件格式
1.辦理資訊系統盤點作
業，依系統特性排定系

統修改優先順序(服務

企業、民眾、跨機關資

訊系統優先)

2.新建置之資訊系統應
全面支援ODF文件格式
3.政府資訊系統支援
ODF文件格式比例

辦理

情形

1、○○○機關已於○年○月○日辦理資訊
系統盤點作業，含所屬機關計有○個資

訊系統，依其特性區分為服務企業系統

○個、服務民眾系統○個、跨機關系統

○個、內部使用系統○個。

2、○○○○○○〔其他推動措施，機關可
視需要自行填列〕

量化

指標

資訊系統總數（扣除提供企業、民間團體使

用之資訊系統）

○個

應支援ODF格式之資訊系統總數
【註：政府資訊系統（包含內部使用之資訊

系統），如有提供匯出可編輯文件（文件、

試算表）之功能，且該文件亦提供外界運用

，則應支援ODF格式。】

○個



項次 推動項目 關鍵績效指標 推動措施

已支援ODF格式之資訊系統 ○個

執行率 ○％

5
政府網站支援ODF
文件格式

1.政府網站支援ODF文
件格式比例

2.政府網站之可編輯文
件、表單優先採用ODF
文件格式

辦理

情形

1、為落實各機關政府網站之可編輯文件、表單優先
採用ODF文件格式，○○○機關採取○○○措
施。

2、○○○○○○〔其他推動措施，機關可視需要自
行填列〕

量化

指標

○○○機關及所屬機關網站總數 ○個

支援ODF格式之網站 ○個

執行率 ○％

6
ODF文件格式推廣
與教育訓練

1.辦理教育訓練(本機關
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

國營事業)

2.建立機關ODF文件格
式諮詢窗口

3.其他推廣與輔導措施
(如建立機關ODF文件
格式之公務文件範本、

網站推廣等)

辦理情形

1、○○○機關及所屬機關截至○○○（時間）共辦理○○
場次教育訓練。

2、為推廣ODF應用觀念，○○○機關已於各所屬機關建立
諮詢窗口。

3、○○○○○○〔其他推廣與輔導措施，機關可視需要自
行填列〕

7
【各機關依推動分

工項目或視需要自

訂推動項目】

【各機關依推動分工項

目或視需要自訂關鍵績

效指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