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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政府機關的對外網路服務效能，要從機關對內部使用者提供的資訊網路

服務效能來看，若機關內部人員不能享受好的網路服務效能，則奢想對

外部民眾會有好的服務效能產生。國內政府機關 Intranet 資訊系統目前

尚未大量使用 WWW (World Wide Web)多媒體文件，所以發生 Intranet 壅

塞的狀況尚不嚴重。但為因應環境的快速變化，可預期未來將逐漸採用

以 Web-based 為主體的資訊系統。這種情形勢必會為單位內的網路系統

帶來不小的衝擊，為了使網路系統能正常且順利的運作，對於網路系統

的規劃及評估工作就不可以輕忽。 本研究以對全國醫療資訊網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HIN)內部的 Switch LAN (Local Area Network) 服務效能



為主體，針對基層衛生行政單位資訊作業種類、資訊作業的作業時段與

使用頻次等變項，設計出資訊作業使用模式的問卷調查表，對衛生局的

HIN 使用者進行調查，透過與使用者、主管、資訊人員的問卷及訪談過

程，整理出系統目前使用狀態與使用者未來需求資訊。提出以不同封包

長度之混合比例來分類，結合離開該區段之封包比例，以公式計算出不

同比例狀態下之到達率與延遲時間之關係，做為後續研究者思考方向。 

另以實證法取得單一使用者正常習慣下連續操作 MIS Query 及 Web 

Browse 之平均封包長度、每小時封包到達次數及應用程式(AP)操作次數

資料。並計算頻寬總通信容量，結合封包擷取技術蒐集而得到 Web 伺服

器的封包進出資訊，推估網路壅塞之可能情境，可提供網路管理規劃者

估算時參考。  

摘要

(英) 

During th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on Internet and Intranet is quickly 

developing and using, it lead to busy on computer network system. Everyone can 

do everything by using WWW, such as shopping, deposit…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network traffic is often jammed and deadlocks. If we have good network 

performance, we can have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Increasing bandwidth 

utilization, balancing network traffic loading, decreasing traffic jam and saving 

cost with effectiveness and so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al service ar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service. Most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have not yet adapted to the WWW-based 

multimedia software; therefore, there is no serious network traffic caused on the 

Intranet. However, under the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WWW-based software will become mainstream. The situation will surely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governmental Intranet network. Now,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don’t use a lot of Web-based data, but we can expect that 

government will provide much E-service in the future. They must produce more 

and more Web-based data and may result in network traffic jam. Will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Switch LAN can support a lot of Web-base multi-media 

documents？In order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network quality, we apply the 

HIN as our case study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is aimed at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l Switch LAN of the HIN. Focusing on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the data processing time, and the frequency of usage by 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s,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ll be used toward the users of the HIN 

online service, including general public, administrator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system. The approach will yiel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system as well as the projected requirement in the near future. It is 

proposed to use packets of different lengths as an indicator, combining the packet 

ratio leaving the system, to calcul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rival rate and 

network delay using a set of predetermined formula. So,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we have to design the proper survey for different HIN users covering all the 

potential factors,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network system. 

Second, we analyze the survey of HIN users. The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we do 

a strategy network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Also, using actual data collection 

from a single user under normal operating parameters for continuously working 



with MIS Query and Web Browse, more data can be collected such as the average 

packet length, hourly packet arrival rate and the AP times of usage. This data 

allow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bandwidth and network capacity. Combining with the 

ability to intercept the packets, header and trailer bits can be accessed to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ackets’ movement. All such data will be invaluable 

for a network designer to anticipate all the possible situations under which a 

network might be under congestion. In this case, we input a kind of data such as 

AP data, E-mail data, and Web-based data to transmit. We use a formula to 

calculate different arrival rate and delay time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rival rate and delay time.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we can provide a 

good method to planned network and get better network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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