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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將行動電話切換成靜音或震動，以利會議進行
 敬請多多利用發言單，交予工作人員協處，謝謝

時間 議題 報告單位/主持人
13:40-14:00 報到 TCA
14:00-14:05 經濟部工業局長官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謝副組長

14:05-14:25 即時通訊暨網路直播雲
端服務產品規格說明

政府軟體採購辦公室

14:25-14:40 Metadata規格整合及輔
導服務說明

工業技術研究院

14:40-15:00 競賽活動說明 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

15:00-16:00 與業者交流Q&A
政府軟體採購辦公室、
工業技術研究院
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

16:0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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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採購規劃說明 



IDB 推動現況說明 

經濟部工業局將不定期舉辦各類資訊領域的競賽活動，
提供漾世代人才有盡情發揮的舞台，為市場潛力的新技
術提供更大商機。培養漾世代的青年朋友成為未來資訊
產業的領袖，打造國內資訊領域的未來新版圖，藉以優
化資訊產業結構。 

首次推出漾世代_影音競賽採購活動，藉由競賽活動，將
獲選為優勝作品，採先供機關試用及後納共同供應契約
雙軌制度，活絡影音平台的商機。 

本次舉辦「即時通訊」、「網路直播」共契規格討論及
競賽說明會議，可取得業界對規格與競賽辦法的共識，
也為未來採購標的之功能與品質能契合政府採購單位需
求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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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競賽採購規劃說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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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採購流程規劃： 



IDB 競賽採購規劃說明(2/3) 

作業時程: 

– 6月完成競賽評比，優勝作品將安排於官網曝光露
出，供各級政府機關試用。 

– 9月完成招標評選及決標上架，供各級政府機關於
政府電子採購網進行採購。 

 

             

                       

 

 



IDB 

標的：資訊服務 

即時通訊服務、網路直播雲服務。 

融合創新競賽 

– 符合資格廠商展示服務產品並參與競賽 

– 競賽成績作為採購評選優勝廠商之評分依據 

採購模式 

−招標方式：採購法§22條第1項第9款，採限制性招標。 

−決標原則：準用最有利標 

−組織：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經採購評選委員會同意，
參賽者競賽成績得作為優勝廠商的評選項目之一  
(但不得限制未參與競賽廠商進行投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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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採購規劃說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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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活動規格說明 



IDB 競賽活動共同規格-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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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備註 

資訊安全 

參賽者所提供的競賽項目屬於線上服務(如公有雲端

服務)，應確保服務之所屬一切資料存取、備份及備

援之實體所在地於我國司法管轄範圍所及之境內所

設立且符合ISO 27001國際資安認證IDC(Internet 

Data Center)機房。 



IDB 競賽活動共同規格-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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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構面 組成因素 構成因素定義 

使用介面 

 

易用性 

記憶性 
界面文字、圖示、語音、影像、功能有清礎的列示，使用者在離
開系統一段時間後，再回到這個系統時，不需再從頭學起 

一致性 
採習慣用的字句，並維持詞句、片語與圖像的一致性，讓使用者

了解每一個操作或動作的目的，有助於熟悉系統的運作。 

實用性 

資訊 
系統提供簡單易懂的資訊，如個人、群組、電話、桌面、資源回

收桶等各種圖像代表原先的抽象意義的隱喻的互動概念 

方便性 

設計有故障、警告、操作說明等提示，讓使用者任何使用的輸入

或操作，都必需在合理的時間內，給於適當的回應告知 

直覺性的設計，直接且順暢的操作界面的物件完成各項操作目的，

如所熟悉的操作符號播放、暫停、快轉等約定成俗的設計 

隱私安全 
使用者使用系統時個人資料是受到保護如密碼鎖定、阻擋訊息、

接受好友申請加入等設定 

學習性 

提供導引 

無論何時都須讓使用者清礎了解現在使用狀況及下一步該進行的
動作 

提供對話視窗引導或者選擇性操作選單，讓使用者可掌握系統的

運作並讓使用者迅速的瞭解並完成其動作 

錯誤指導 
系統錯誤，以習慣語言，明確告知系統錯誤警告訊息，提供結構

性的解決方案 



IDB 競賽活動規格_網路直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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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網路直播
功能 

1.收看端裝置電腦、手機、平板裝置皆可使用 

2.直播平台可容納同時開播多個直播頻道及節目 

3.可提供直播影像網頁內嵌式程式碼,整合於機關活動網頁 

4.網路直播時可提供即時聊天室功能 

5.聊天室可設定公開/限定登入/完全不開放之功能 

6.需可管理(編輯、刪除)聊天室之內容，並可設定留言者之權限，如設立
黑名單 

7.直播結束後可將內容 轉成VOD隨選服務重複播放 

8.現場直播單位攝錄之影像訊源串流品質至少達標準清晰度(Standard 

Definition；SD)等級 

9.單一頻道可容納同時在線人數達 1000人以上 

10.直播檔案儲存格式須符合「影視音內容描述(Metadata)規格書」規範 

11.其他創意加值功能 



IDB 競賽活動規格_即時通訊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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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即時通訊 

功能 

1.提供IOS版及Android 版 App 

2.未經權限認證者無法與通過認證者通訊與傳遞資料 

3.使用者之個人通訊錄應具備個人及群組管理功能 

4.管理機關通訊錄應具備員工資料管理、授權管理功能 

5.文字、照片、文件、語音、貼圖即時訊息服務 

6.一對一聊天室、多人聊天室或群組聊天室功能 

7.網路一對一語音通話服務 (Voice Over IP) 功能 

8.Active Directory帳號整合功能 

9.訊息傳輸內容需經 https 或 AES加密 

10.其他創意加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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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上架產品規格說明 



IDB 雲端服務推動背景 

依據: 
– 行政院NICI小組採購政策指導小組第1次會議指示雲端服務納入共
同供應契約。 

辦理中: 
– 104年「第二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雲端服務」(案號

1040202)於104年4月17日公告IaaS /EaaS/智慧校園(雲端書櫃/即
時互動系統)/雲端視訊監控四項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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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網路直播上架產品規格 (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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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分項 項目 說明 單位 預估量 

一般
規格 

攝影工程 
 (每次工程
時間為4小
時) 

攝影機 含攝影師 x1名 機(人)   
導播機 含導播 x1名※如需要網路直播，

當有勾選2台以上攝影機時，必須
勾選此設備 

機(人)   

字幕機 含操作人員 x1名可直接在錄影/直
播時出現文字或圖檔等效果 

機(人)   

數位直播編碼器 網路壓縮品質建議：1Mb 數位直
播編碼器x1台 監控人員x1名※執
行網路直播必勾選設備 

機(人)   

現場線路 20Mb/5Mb 臨時點對點傳輸線路 每條   
直播地點(差旅費用) 50公里不須加收差旅費 每人   
直播地點(差旅費用) 51-100公里加收差旅費 每人   
直播地點(差旅費用) 101-200公里加收差旅費 每人   
直播地點(差旅費用) 200公里以上加收差旅費 每人   

網路直撥 
(Live) 

設定費 伺服器設定、信號測試、監控等 1 次   

500Mb影音播放服務 約500人同時收看 1 場   

1Gb影音播放服務 約1000人同時收看 1 場   

2Gb影音播放服務 約2000人同時收看 1 場   



IDB 即時通訊上架產品規格 (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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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帳號數 說明  單位   預估量  

一般
規格 

1-50 即時通訊雲服務功能: 
1.提供IOS版及Android 版 App 
2.未經權限認證者無法與通過認證者通訊與傳遞資
料 
3.使用者之個人通訊錄應具備個人及群組管理功能 
4.管理機關通訊錄應具備員工資料管理、授權管理 
5.文字、照片、語音、貼圖即時訊息服務 
6.一對一聊天室、多人聊天室或群組聊天室功能 
7.至少提供網路一對一語音通話服務 (Voice Over 
IP) 功能 
8.Active Directory帳號整合功能(必須加值選購) 
9.訊息傳輸內容需經 https 或 AES加密 

帳號    
51-100  帳號     

101-300  帳號     

301-500  帳號     

501-1,000  帳號     
帳號     

1,00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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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上架檢測規格說明 



IDB 規格檢測(1/5) 

雲端特性 檢測指標 檢測項目 

隨需應變自助服務 
(On –demand 
Self-Service) 

具備線上自行
開通功能 

線上資源申請/啟用服務 

網路使用無所不在 
(Broad Network 
Access) 

具備透過區域/
廣域網路提供
服務 

使用瀏覽器透過不同網路環境
(不同線路或ISP)連線雲端服務 

具備裝置兼容
性 

於PC環境，可兼容之瀏覽器支    
援IE/Chrome/Safari(Mac)等，
具備２種以上 
於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常見
作業系統例如
iOS/Android/Windows Phone等，
具備２種以上 

雲端特性檢測(1/3) 

17 



IDB 規格檢測(2/5) 

雲端特性 檢測指標 檢測項目 

資源匯整 
(Resource 
Pooling) 

多租戶設計  是否具備多租戶設計，提供各
租戶自有獨立作業環境及管理
功能 

資源整合監控及新增資源
動態配置功能 
 

 具有資源使用監控功能 
 具有資源動態配置功能 

高度彈性 
(Rapid 
Elasticity) 

具備彈性調度資源設計 資源具有彈性擴展/回收功能 

具有使用者資源彈性變更
功能 

使用者資源可彈性調整資源規
模大小 

雲端特性檢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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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規格檢測(3/5) 

雲端特性 檢測指標 測試項目 

計算服務 
(Measured 
Service) 

具備資源/服務度量功能  資源/服務使用數量及時間查詢 

具備區分使用者度量功能  -使用者使用資源度量功能 
 

具備資源/服務使用數據
統計分析功能 

資源/統計分析報表 
 

服務計費機制  資源/服務使用之計費機制 
 

雲端特性檢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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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檢測 

項目 需求/規範摘要 

符合資
訊安全
檢測 

 

廠商系統必須支援「傳輸層安全通訊協定(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v1.1以上，並由檢測人員測試是否具有TLS安全通
訊協定，以提升使用者連線系統通訊時的資料完整性及安全性。 

 

 

廠商所提供程式開發或修改需針對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公布最新版 Top 10安全漏洞進行源碼
檢測，透過檢測工具針對OWASP TOP 10進行檢測，檢測結果無
任何中、高等級弱點。 

 

廠商系統必須通過檢測人員透過檢測工具針對系統弱點進行檢測，
檢測結果無任何中、高等級弱點。 

 

規格檢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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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規格檢測(5/5) 

領域功能檢測規範 
 檢測領域: 

     網路直播及即時通訊功能。 

 

 檢測內容: 

     依據各競賽領域規格設計相對應之檢測項目。 

 

 檢測方式: 

     1.檢視: 檢測人員於檢測階段，檢視由廠商提供之佐證資料是否符合
檢測規範。 

 

     2.測試: 檢測人員於檢測階段，可自行操作系統進行測試，廠商須配
合提供相關資源及技術窗口，依循產出測試結果，判定是否符合檢
測規範。 

 21 



IDB 聯絡資訊與注意事項 

 電話: 02-6607-2558  

 傳真: 02-6600-6717  

 意見信箱: service@spo.org.tw  

 地址: 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33號2樓 

 服務時間: AM9:00~PM6:00 

 採購辦公室官網: http://www.spo.org.tw/software_web/ 

 採購辦公室討論區網址: http://www.spo.org.tw/phpbb/ 

 

 

 

 

 

 

本簡報所提供之資料僅為參考，請以招標文件正式公告之
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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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簡報完畢、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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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音內容描述 (Metadata) 規範說明 

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1 



背景說明 

• 整合公部門及產業界意見，建立影視音內容描述
(Metadata)規範 
– v0.1, 104/03/18 

• 整合文化部影視局廣電組、教育部、故宮、科技部、中研院、資策會
科法所等單位意見，建立初版文件 

– v0.2, 104/04/17 

• TVBS建議新增畫面更新率、類比電視系統等欄位 

• 龍華建議新增掃描模式欄位 

• 中華電信建議新增劇集名稱、集數、劇照等欄位，並建議新增JSON
為交換格式 

• 文化部流行音樂組建議新增音樂相關欄位 

– v1.0, 104/5/11 

• 教育部建議新增教育相關欄位，並新增適用學習領域選項表 

• 智財局建議新增被利用著作 (ReferenceContent)大項 

• 國家圖書館建議參考ISRC標準 

2 



四大著作類型說明 

• 影視音內容的著作類型可分為四大類型，欄位填寫將
以著作類型來判別各自必填或選填欄位 

– 一般影音 

– 直播 

– 純音樂 

– 教育影音 



說明書章節內容 

• 計畫簡介與說明 

• 規格總表 

• 欄位說明 

• 選項表 

• Metadata XML 範例 

• Metadata XML 產生工具 

4 



規格總表與必填欄位說明 
• 規格總表共分為四個欄位 

– 項目名稱：描述該項目的中文名稱 

– 英文名稱：描述該項目的英文名稱，同時也是XML及JSON的標籤名稱 (tag) 

– 必填：表示該項目必須存在；該欄位是否必填，需視著作類型(Works)欄位的值
而定 

– 多值：表示該項目可以有多個值 

• 各項目是否必填，需參考該Metadata的著作類型的值決定，例如 
– 影音主要名稱的必填欄位為所有，故一般影音、直播、純音樂及教育影音的影音

主要名稱為必填 
– 影音長度的必填欄位為一般影音、純音樂、教育影音，故一般影音、純音樂、教

育影音的影片長度為必填，直播則為選填 

5 

欄位 



Metadata 八大類 

• 參考國內外影音相關 Metadata 標準，制定以下八大類 metadata 

1. 著作類型 (Works) 

2. 影片名稱 (Title) 

3. 影片描述 (Description) 

4. 影片相關人員 (CastAndCrew) 

5. 技術規格 (TechSpec) 

6. 儲存位置 (Storage) 

7. 權利 (Right) 

8. 被使用著作 (Referenc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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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八大類 

7 



1. 著作類型 (Works) 

2. 影片名稱 (Title) 

– 影片主要名稱 (Title) 

– 影片副題名 (SubTitle) 

– 影片翻譯名稱 (TranslatedTitle) 

3. 影片描述 (Description) 

– 發佈日期 (IssuedDate) 

– 製作日期 (ProducedDate) 

– 語言(Language) 

– 國家 (Country) 

– 影片長度 (Duration) 

– 影片類型 (Genre) 

– 影片簡介 (Synopsis) 

– 專輯名稱/劇集名稱 (GroupName) 

– 音軌/集數 (IndexNumber) 

– 劇照 (Poster) 

– 分級 (Rating) 

– 關鍵字 (Keywords) 

– 地點 (Locations) 

– 備註 (Note) 

– 教育 (Education) 

• 影片資源縮圖 (EduIcon) 

• 上傳者 (EduUploader) 

• 適用學習領域 (EduSubject) 

• 適用年級 (EduGrade) 

• 相關教學資源 (EduRelatedResource) 

– 直播 (Live)    

• 直播時間 (PlayTime) 

• 直播頻道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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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規範項目 (1/3) 



Metadata 規範項目 (2/3) 

4. 影片相關人員 (CastAndCrew) 

– 製作人 (Producer) 

– 製作公司 (ProduceCompanies) 

– 發行公司 (Distributors) 

– 導演 (Director) 

– 編劇 (Writers) 

– 演出者 (Stars) 

– 作詞者 (Lyricist) 

– 作曲者 (Composer) 

– 編曲者 (Arranger) 

5. 技術規格 
– 檔案描述 (FileDescription) 

• 串流協定 (StreamingProtocol) 

• 檔案格式 (FileFormat) 

• 檔案大小 (FileSize) 

– 視訊 (Video) 

• 影片編解碼演算法 (VideoCODEC) 

• 畫面更新率 (FrameRate) 

• 影像解析度 (Resolution) 

• 掃描模式 (ScanType) 

• 類比電視系統 (AnalogTelevisionSystem) 

• 動態範圍 (DynamicRange) 

• 影像位元率 (VideoBitRate) 

• 畫面比例 (AspectRatio) 

• 影像顏色 (Color) 

– 聲音 (Audio) 

• 聲音編解碼演算法 (AudioCODEC) 

• 聲音取樣率 (AudioSampleRate) 

• 聲音位元深度 (AudioBitDepth) 

• 聲音位元率 (AudioBitRate) 

• 環繞音響技術 (SoundMix) 

• 聲音聲道數 (AudioChannel) 

• 聲音語言 (AudioLanguage) 

– 字幕 (Subtitle) 

• 字幕語言 (Subtitle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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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規範項目 (3/3) 

6. 儲存位置 (Storage) 

– 收藏單位 (StorageProvider) 

– 影音連結 (ContentLinkURL) 

– 相關連結 (RelatedLinkURL) 

– 識別編號 (Identifier) 

7. 權利 (Right) 

– 著作權財產權所有人 (EconomicRightsHolder) 

– 著作權人格權所有人 (MoralRightsHolder) 

– 授權條款 (License) 

– 錄音著作 (SoundRecordings) 

– 詞曲創作 (LyricistComposerRights) 

– 視聽著作 (AudiovisualWorks) 

8. 被利用著作 (Referenc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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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表  

• 選項表欄位 

– 項目名稱 

– 英文名稱 

–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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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Generator 

• 製作Metadata Generator工具，可簡化Metadata產生的門
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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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 為了確保影音內容可被快速地交換、查詢及流通，需制定
Metadata、影音格式、串流格式、以及各角色之間互通的
存取控制協定等規範 

• 建立描述影音內容特性的Metadata共同語言後，即建立影
音內容快速交換的基礎，不同平台之間可使用同一方式描
述及讀取影音內容 

• 影音內容參考共同平台的Metadata規範，未來將可更快速
地與影音共同平台接軌，影音內容在不同系統間交換及流
通將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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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No. 單位名稱 

1 文化部 

2 中央研究院 

3 科技部 

4 教育部 

5 國立故宮博物院 

6 TVBS 

7 大同公司 

8 中華民國企業環境保護協會 

9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10 中華電信研究院匯流服務研究所 

11 台灣大哥大 

12 台灣數位電視協會 

13 英業達 

14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15 得利影視 

16 凱擘 

17 智邦科技 

18 智易科技 

19 華電聯網股份有公司 

20 華碩雲端  

21 愛爾達電視 

22 瑞昱半導體 / 波比特科技 

23 盟創科技 

24 資策會 

25 龍華數位媒體 

26 鴻海精密工業 

協助「影視音內容描述(Metadata)規格書」制定 
產學研名單 


	網路直播暨即時通訊共契採購規格討論及競賽說明會議程.pdf
	網路直播暨即時通訊規格_0512
	直播競賽_影視音內容描述 (Metadata) 規範說明_fi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