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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配合政府推動簽核流程改造，e化已成為各機關整體向上提昇的指標，但是

如何能落實辦公室無紙化、減少人為疏失，強化管理控制縮短簽呈進度，Flowing

電子表單控制系統將提供無紙化的線上差勤作業流程，有效解決跨部門簽呈時

效、降低人力彙整與用紙營運成本，同時具備各機關與電子化政府共通之平臺整

合。 

 

桓基科技FloWing電子表單差勤系統通過研考會訂定「機關表單簽核流程自

動化基本規範」，機關可藉由這套系統幫助同仁達到溝通即時化、主管電子化的

管理，有效率的整合並提升團隊力量。電子表單控制系統將會是提升行政管理效

率的最佳幫手。 

 

二、現況分析：你是否曾遇到? 

1. 同仁送了假單，反覆跑來詢問簽呈狀況，想了解自己的假期是否已批示。 

2. 常發生表單遺失，而必需重送簽呈。 

3. 人事單位在結算員工出勤統計時總是特別的忙碌，有時還需請工讀生協助結

算出缺勤狀況。 

4. 不斷累積的簽呈，讓櫃子一個一個新增，吞噬辦公室空間。 

5. 紙張浪費，成本節節上升，又不環保。 

 

三、化繁為簡『e 化辦公室解決方案』 

為落實辦公環境無紙化及 e 化之低成本與

高效率追求目標，桓基科技與時俱進結合 M 化

特色之即時簽核機制，以達到內部溝通即時



                                   FloWing 電子表單控制系統 

第 3 頁，共 23 頁 

化、簽呈管理平臺多元化，大幅提升行政效率，降低企業人事成本。 

電子表單控制系統係提供機關競爭力再造之解決方案，彈性化的模組設計，

可以滿足各機關擴增功能與流程客制需求。圖形化的操作介面，使用者端只要透

過 IE 6.0(含)以上之 Web 操作，隨時享受行動辦公室即時上線需求，同時減少紙

本往返的人為疏忽與繁複簽核，達到內部溝通即時化、主管簽核管理網路化之便

利，是導入化繁為簡 e 化辦公室的最佳幫手。 

四、產品特色與效益 

FloWing 主要是由兩個基本系統所組成：差勤系統及流程系統。差勤系統專

門處理出差請假的申請、出勤紀錄及彙整之後的核判，最後匯出清冊供相關人員

參考，可視實際需求搭配門禁管理。流程系統則是負責流程關卡設定、簽核轉送、

發佈通知等功能，依據組織層級架構自動建立合適的簽核途徑。  

 (一)產品基本功能： 

1.E 化流程管理 

使用者可透過瀏覽器處理簽核流程設定、刷卡資料轉入、差假線上申請、簽核、

查詢及各項統計報表列印等作業。 

2.彈性化流程設定 

提供點對點的流程設計，不必因

為人員異動而需重新設定表單流

程。此外，也提供複製表單流程

的功能。而針對同一角色，不同

表單更可設定不同的簽核流程及

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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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階層式權限管理 

系統管理員可透過表單分類功能，將表單分類，並針對不同員工，設定不同

的權限功能。此外，系統管理者可在線上進行表單資料歸檔、資料庫備份及

回復等功能。 

4. 費用報支部份: 

1.可與差假單結合，方便費用計算，費用可總額管理。 

2.可以依人員類別不同及經費來源不同作分類報表輸出。 

3.可以列印部門及個人費用申請單，可管理列印申請流程。 

 

基本功能 功 能 效 益 

差假申請 

管理 

使用者可透過瀏覽器進行各式差假單的線上申請、取消、查詢等

作業及各項假單的列印動作，系統使用者亦可於線上進行相關差

假記錄之查詢。 

(1) 請假申請單 

(2) 銷假申請單 

(3) 加班指派單／專案加班申請單 

(4) 公出公差作業及差旅費申請單 

(5) 忘記刷卡證明單 

(6) 表單資料查詢作業 

(7) 個人設定作業 

(8) 其他功能 

簽核流程 

管理 

提供表單之簽核流程現況查詢及控管。主管批示差假單時，可使

用逐筆批示、選擇或全部批示三種方式；若主管不核准之假單，

可退回至申請人處重新申請或取消。 

(1) 流程設計作業 

(2) 簽核方式作業 



                                   FloWing 電子表單控制系統 

第 5 頁，共 23 頁 

(3) 系統通知作業 

(4) 簽辦作業 

(5) 稽催管理作業需求 

線上查詢 

作業 

使用者可於線上查詢個人每日或某段時間的出勤、差假及加班狀

況；而人事管理人員則可查詢到所有人員的記錄。 

人事資料 

轉入 

具可轉入各單位之人事系統及人事行政局系統基本資料功能，並

具兩種輸入介面。 

系統維護 

作業 

(1) 權限管理作業 

(2) 系統管理作業 

(3) 基本資料維護 

(4) 部門職務設定 

(5) 年曆資料維護 

(6) 帳號管理設定 

(7) 刷卡類別維護 

統計報表 

作業 

報表皆可在螢幕先行預覽，再行印出，並可匯出成 EXCEL 檔案。 

(1) 員工請假明細表/統計表 

(2) 員工加班明細表 

(3) 出勤總表 

(4) 勤惰考核表 

(5) 加班費印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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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進階功能： 

您可以評量單位實際需求，搭配以下選購配件： 

 

1.人力資源分析功能(選購) 

人事單位可透過人力資源分析功能，將人員年資分析、人員到職率、離職率、

人力素質(學經歷)及所屬部門異動頻率進行資料的交叉分析，所得出的結果可

提供上級單位做決策參考。 

 

2.公務車管理(選購) 

公務車管理包含車輛管理、報廢管理、派車管理、申請、指派等功能，並能

產出統計報表，便於管理單位掌管公務車使用狀況。 

 

3.財產管理(選購) 

財產管理主要在領物料的控管，從類別、單位移轉至變更及存放地點等，皆

可透過系統做瀏覽、新增、修改、刪除與查詢，大大提昇單位的行政效能。 

 

４.會議室管理(選購) 

常為協調會議室傷神嗎?或常常沒借到會議室討論，讓事情一延再延嗎？ 

FloWing 會議管理模組包含會議室申請、取消申請、查詢使用狀況等，讓會議

室協調變容易，行政管理省時又省力。 

 

5.賀卡管理(選購) 

在重要的節日，溫馨的賀卡不能少。賀卡管理系統將賀卡圖檔、寄送群組、

生日資料等都設想周到，並可查詢發送紀錄，方便管理者掌握賀卡發送進度。 

 

進階功能 功 能 效 益 

人力資源分

析作業 

(選購) 

提供人員年資分析報表、人員到職率、人員離職率、人力素質(學

經歷)及所屬部門異動頻率，可依時段查詢，產出分析報表，報表

皆可在螢幕先行預覽，再行印出，並可匯出成 EXCEL檔案。 

(1) 年資分析作業 

(2) 到職率作業 

(3) 離職率作業 

(4) 人力素質(學經歷)分析作業 

(5)部門異動頻率分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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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車管理 

(選購) 

1.車輛管理: 

  (1)公務車類別管理 

  (2)公務車資料管理 

  (3)公務車報廢管理 

2.派車管理: 

  (1)公務車申請 

  (2)公務車取消申請 

  (3)司機指派 

  (4)回程回報作業 

3.查詢: 

  (1)公務車申請查詢 

  (2)公務車使用查詢 

4.統計報表: 

  (1)使用狀況表 

  (2)司機指派表 

財產管理 

(選購) 

1.財產類別管理 

2.財產資料管理 

3.財產移轉管理 

4.財產變更管理 

5.存放地點管理 

6.單位管理 

7.線上查詢作業 

會議室管理 

(選購) 

1.會議室管理 

  (1)會議室類別管理 

  (2)會議室資料管理 

2.申請管理 

  (1)會議室申請 

  (2)會議室取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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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詢 

  (1)會議室申請查詢 

  (2)會議室使用查詢 

4.統計報表 

  (1)借用狀況表 

  (2)每日借用表 

賀卡管理 

(選購) 

1.寄送群組設定 

2.寄送權限設定 

3.賀卡圖檔維護 

4.查詢發送紀錄 

5.生日資料設定 

6.常用詞庫 

7.發送電子賀卡 

8.個人發送紀錄 

9.同步更新 

10.寄送賀卡 

 (三)產品特色： 

三大訴求  

1. M 化即時簽核，出勤瞭若指掌。 

2. 網路簽核流程，簡化時程，效率百分百。 

3. 包含差勤系統各子模組權限之控管與設定，提供系統資料庫備 

份功能。 

六大特點 

1. 通過研考會訂定之「機關表單簽核流程自動化基本規範」。 

2. Microsoft IE 6.0（含）或 Firefox 1.0 (含或相容)以上之 Web 操作   

及輸入資料，圖形化操作介面，使用更便利。 

3. 安全性自動登出，安全層層把關。 

4. 隨時透過 E-mail 或簡訊發送，掌握人事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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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用模組化設計，未來擴充更具彈性。 

6. 相容於週邊硬體(刷卡機、打卡鐘、指紋機、掌形機及 LDAP…等)。 

 

 

 

 

 

 

 

 

 

 

 

 

 

 

 

 

五、系統應用規劃 

(一)三層式資訊架構： 

 

 

 

 

 

 

 第一層：包括使用者圖形式操作介面、瀏覽器、Window 95/98/ME/XP/Vista

平臺。 

 第 二 層 ：應 用 程式伺 服 器 （ Application Server ） 作業 平臺 包 括

Unix/NT/Linux/Window 2000/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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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層：資料庫。 

 系統架構說明： 

 

 

 

 

 

 

 

 

 

 

 PEMIS 2000/ERP/HR其他系統：此系統提供最正確之電子表單系統 

的組織、人員資料的同步來源。 

 AP Server：應用伺服器，為本系統之應用伺服器。  

 DB Server：資料庫伺服器，人員資料自 PEMIS 2000取得。 

 整體運作的方式從 PEMIS 2000/ERP/HR其他系統中讀出人員資料，經由應用

伺服器同步至主要的 DB Server，此時會先檢人員資料是否相互符合，若有

不符時，則寫入，以達到資料之一致性。 

系統更具備以下優點： 

A. 系統採將用 N-Tier Web-based 技術開發，一般使用者使用瀏覽器操作即可。 

B. 系統更加強資料管理、避免資料重複登錄或遺漏，維持資料之一致性、完整

性、安全性及保密性。 

C. 亦提供個人及單位主管可即時進行資料之查詢、統計、分析、整理等相關管

理資訊，加速訊息溝通，建立知識化管理。 

D. 具彈性擴充性，以供未來如網路通訊或模組功能之整合或擴充。 

E. 能自動檢核功能填寫項目是否正確，並善用網頁功能，減化人員輸入之繁雜

度。 

F. 可使用指定檔案附加方式，真正達到減少紙張流通，落實無紙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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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系統平台架構設計：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主要係處理人事出勤方面資料管理，此系統包含差

勤管理作業及簽核管理作業兩大部分。 

 差勤管理架構圖： 

 

 

 簽核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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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統整合 

(一)與硬體整合 

無論是感應 IC 卡讀卡機、Mifare 感應式晶片卡讀卡機、門禁讀卡機和照相指紋

機…等，FloWing 均能與各式門禁、考勤硬體整合，以下所列為建置上常見的門

禁系統： 

 刷卡機 

 指形機 

 指紋機 

 掌形機 

 

(二)與內部系統整合 

FloWing 電子表單在建置時，除了常需要與硬體做整合外，組織內部常用的系

統，也有整併的需求，詳細說明如下： 

 內部入口網站 

許多單位機關都有屬於自己的入口網站，例如 Portal 或 EIP 等，FloWing

可提供帳號整併功能，協助系統達到單一簽入(Single Sign On)。 

 薪資系統 

FloWing 可整合薪資系統，與其交換薪資設定資料，於個人使用者在填報

差旅費申請單時，計算出實際申請費用。或是將差假資料匯入薪資系統，

由其決定請假扣款金額。 

 LDAP(全名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為目錄服務，可使用 LDAP 記錄各種的人員資訊，就像是通訊錄一樣，

又更進階一點，它也可以拿來做帳號整合。 

 PEMIS2000 

為我國政府機關統一推行之人事資訊管理系統，可有效資料的擷取涉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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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事異動資料的一致性，與 FloWing 表單整合無礙。 

 公文系統 

FloWing 可依公文系統的需要告知請假者的代理期間資訊，由公文自行

調整簽核機制。 

 

七、成功案例 

(一)實證範例 1：國立交通大學 

 導入時間：2007 年 12 月 

 背景介紹 

交大對於差勤系統之需求，在職工上下班刷卡鐘，部分已老舊損壞無法

修護不堪使用，不敷業務需要，故需建置全新的職工上下班刷卡鐘和補

強差勤系統，並做專屬網路或虛擬專屬網路之網路佈建，以期職工上下

班刷卡便利，並符合業務需要及安全與穩定之網路。 

 系統架構 

 

 

 

 

 

 

 

 

 

 

 解決方案 

建置出勤卡機相關設備之建置、人事出勤管理系統客製化專案開發作業

與專屬或虛擬專屬網路佈建。使交大的差勤系統不只符合人事差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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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有專屬的網路安全匣道防護。 

 

 

 

 

 

 

 

 

 

 

 

 

 

 

 

 效   益 

1.具系統整合能力可即時上線，整合新型刷卡鐘。 

2.多功能模組，上線擴充有彈性。 

3.減少紙本簽核往返，提升結算薪資的工作效率。 

4.自動轉檔匯整報表，省時且大幅降低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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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範例 2：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差勤電子表單系統」 

 導入時間：2007 年 12 月 14 日正式上線啟用 

 背景介紹 

  晶片中心為目標導向之財團法人，人力資源的運用，期望要更有效

率與更有彈性，原先考勤資料及差假的管理，雖有基本的表單可以運用，

但是未有流程及簽核的功能，所以不足達成人事行政管理人力即時性的

要求。 

  因此，桓基新的系統採行多層式(N-Tier)的架構，以瀏覽器為介面開

發的行政服務系統，不但方便管理，也可開放獲得授權的使用者，上網

查詢相關的申請案件進度，達成人事行政管理即時性的要求。 

 

 系統架構 

 

 

 

 

 

 

 

 

 

 

 解決方案 

1. 將晶片中心原先之人事差勤作業系統資料，轉入本案開發之電子表

單並透過 Web 介面進行處理，使用範圍包含新竹及台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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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現有之出勤刷卡資料，提供此電子表單系統使用，包含相關軟

體系統的完整建置。 

3. 整合晶片中心現有的人事組織資料與帳號密碼，系統功能包含卡鐘

資料讀入、人員資料及組織資料移轉至新系統、表單線上批次簽核、

代理人設定、請假作業、加班作業、公差作業、個人資料設定、差

勤查詢、管理者管理、系統維護作業等。 

4. 建置完整的線上簽核流程。 

 

 

 

 

 

 效   益 

1.具系統整合能力可即時上線，整合新型刷卡鐘。 

2.多功能模組，上線擴充有彈性。 

3.減少紙本簽核往返，提升結算薪資的工作效率。 

4.自動轉檔匯整報表，省時且大幅降低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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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它見證客戶： 

教育部、新竹縣府、新竹市府、新竹市府外單位、新竹

市環保局、新竹市稅捐處、北區水資源局、中正紀念堂、

原子能委員會、台中縣衛生局、台中八區公所、陽明大

學、台中教育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清華大學、中國醫

藥研究所、玉山國家公園、聖約翰技術學院、高雄區監

理所、屏東縣警察局、台東縣警察局、台東縣政府、台

東市公所、澎湖縣環保局、國科會精密儀器中心。 

 

 

 

 

 

序號 客戶名稱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1 教育部 資料管理平台系統建置 
差勤簽核系統、電子表單系統、刷卡

系統之建置整合。 

2 新竹市政府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建置

案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之建置，並整合該

單位將現有之指紋機、PEMIS2000 及

目錄服務系統（iPlanet DS）。 

3 臺東縣政府 
機關表單簽核流程自動

化系統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之建置，並整合該

單位將現有之 PEMIS2000。 

4 金門縣政府 
機關表單簽核流程自動

化系統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之建置，並整合該

單位將現有之指紋機與 PEMIS2000。 

5 
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 

磁卡感應出退勤管理系

統軟硬體設備案 

將人工簿記簽到作業改以電腦讀卡方

式取代，並搭配由本公司自行研發的

差勤管理模組，做到線上處理差假相

關事宜。 

6 新竹縣政府 
機關表單簽核流程自動

化系統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與門禁系統建置，

並整合該單位現有之 PEMIS2000、目

錄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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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客戶名稱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7 台南市政府 
線上表單簽核流程自動

化系統案 

線上表單簽核流程自動化系之建置，

包括差勤簽核系統、車輛管理、會議

室管理及領物管理，並整合該單位將

現有之門禁系統與 PEMIS2000。 

8 台中縣政府 
機關表單簽核流程 

自動化系統 

機關表單簽核流程自動化系統建置，

包括差勤管理、車輛管理、會議室管

理、領物管理及財產管理。 

9 
台中縣 

衛生局 

附屬單位差勤管理 

系統建置案 

附屬單位差勤管理系統之建置並整合

該單位將現有之 PEMIS2000。 

10 台東市公所 差勤管理系統 

線上差勤管理系統與門禁系統之建

置，包括差勤管理、流程管理、車輛

管 理 ， 並 整 合 該 單 位 現 有 之

PEMIS2000 系統。 

11 
國科會精密 

儀器中心 

電子表單簽核流程 

自動化系統 

電子表單簽核流程自動化系統之建

置，包括差勤管理、流程管理、車輛

管理、會議室管理，並整合該單位現

有之 PEMIS2000 系統。 

12 

國立文化資

產保存研究

中心暨國立

台灣文學館 

人事差勤薪資 

管理系統 

人事差勤管理系統之建置，包括差勤

管理、流程管理及人事薪資管理、並

整合該單位現有之 PEMIS2000 系統。 

13 
高雄區 

監理所 
人事差勤管理系統 

人事差勤管理系統之建置，包括差勤

管理、流程管理、車輛管理，會議室

管 理 、 並 整 合 該 單 位 現 有 之

PEMIS2000 系統。 

14 
國立清華 

大學 
差勤電子假單系統 

差勤電子假單系統建置，包括差勤管

理、流程管理，並整合該單位現有之

PEMIS2000 系統。 

15 
聖約翰科技

大學 
人事考勤系統 

差勤電子假單系統建置，包括差勤管

理、流程管理，並整合該單位現有之

PEMIS2000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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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客戶名稱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16 
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 

電子表單管理系統 

委外開發建置案 

建置電子表單系統，提供 WEB based

操作介面，使該單位同仁透過瀏覽器

即可完成各項差勤及物品請領相關作

業。 

17 中正紀念堂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 

建立資訊服務系統結合簽核流程自動

化，並使其具備簡易性之使用者操作

介面，建立完整的線上處理機制。 

18 
台東縣 

警察局 

差勤系統(含設備) 

整合建置案 

差勤系統建置、卡機設備規劃、結合

原有公文系統。 

19 
台中市政府 

八區公所 

機關表單簽核流程 

自動化 

建置具經濟性及具權限控管之差勤系

統並整合人行局 Pemis2000、指紋機

之建置 

20 
屏東縣 

警察局 

差勤管理 Web-baser 應

用系統整合 

建 置 差 勤 系 統 並 整 合 人 行 局

Pemis2000，進行全面無紙化。 

21 
國立交通 

大學 

出勤感應讀卡設備差勤

系統及網路佈建 

建置出勤感應讀卡設備差勤系統及網

路佈建。整合人行局 Pemis2000。 

22 
澎湖縣環境

保護局 

無障礙及英文網頁建置

計畫暨人事差勤管理系

統 

建置人事差勤管理系統及出勤感應讀

卡設備，並整合局內公文管理系統。 

23 
中國醫藥研

究所 

門禁與差勤線上管理系

統 

差勤電子假單系統建置，包括差勤管

理、流程管理與單一簽入，並整合該

單位現有之 PEMIS2000 系統與門禁

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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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門禁簽、到退系統整合實績 

整合項目 單  位  名  稱 

刷卡機 

教育部、新竹縣政府、台中縣政府、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臺

東縣政府 、台東市公所、台南市政府、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暨國立台灣文學館 

指形機 臺東縣警察局、高雄區監理所 

指紋機 
新竹市政府、國科會精密儀器中心、台中縣衛生局、金門縣政

府 

掌形機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中正紀念堂 

LDAP 
新竹市政府、國科會精密儀器中心、台中縣衛生局、金門縣政

府 

PEMIS2000 以上所列全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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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議搭配產品  

 

Hgiga PowerWall「整合式安全閘道」是新一代的網路防火牆安全閘道設備，採

用動態封包過濾技術，能避免惡意破壞者入侵企業內部網路。內建 IDS 入侵偵

測模組，並具備深層的 L7 應用層級封包過濾機，是捍衛企業資訊安全的最佳利

器。 

 

 

 

根據美國著名網路安全及垃圾郵件研究機構 Radicati Group 預計,,到 2008 年，

歐洲的垃圾郵件將較 2004 年增長 82%，而且還將以每年超過 50%的速度遞增，

由此可知垃圾信已經是企業 IT 人員不可忽視的郵件安全問題。垃圾郵件的氾瀾

已經影響到公司企業的生產力及員工的工作效率，根據美國商業週刊針對 2005

年企業郵件使用者調查，平均每人每天浪費在接收、閱讀、刪除垃圾郵件的時間，

大約為 75 分鐘，而其中 70%浪費在早上的黃金時間。Spam Sherlock 提供企業

最佳的垃圾郵件解決方案，幫助企業徹底擺脫垃圾郵件的困擾，讓企業即時掌握

重要郵件訊息。 

 

 

 

Hgiga PowerStation「負載平衡整合式閘道」具備了線路整合管理、網路存取控、

頻寬管理與 VPN 線路整合等功能。另外，面對緊急狀態的發生，PowerStation

也提供全天候 24 小時永續不間斷的高品質點對點服務，確保客戶網路效能最佳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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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  

建置 FloWing 電子表單差勤系統，有效協助使用單位具經濟性、實用性

及具權限控管的差勤管理，並設計高彈性的流程式控制管，可加強組織適用

性及縮短處理時間，並在資料保存方面，提供完整備份機制，協助使用單位

完善保存各類資料，在人事行政流程管理上達快速有系統的控管。 

應用效益： 

 

(一)一般使用者 

1. 加速行政流程處理速度，平均縮減 50% 以上的行政處理時間。 

2. 自我稽核、自我警惕，也效提升 30~40% 工作回報及執行績效。 

(二)高階管理人 

1. 支援近百種行動裝置的 M 化設計，隨時掌握部屬出勤狀況。 

2. 大量批次簽核功能，減少批核時間且預防假單遺失或漏簽。 

3. 可自行定時取得 10 種以上統計報表，以數據化突顯管理成效。 

(三)人事單位 

1. 無紙化網路作業成為內部高效工作範疇溝通平臺，零時差表現，提升整體營

運成效。 

2. 具體人資規劃分析資料，統計現階段企業投注的營運成本，減少企業未來營

運規劃判斷失誤率及摸索風險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