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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 CUOMO 推出 OPEN.NY.GOV，
，為公眾提供前所未有之使用者友好管道來存取聯邦、
為公眾提供前所未有之使用者友好管道來存取聯邦、州和地方
資料

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新推出全面的州資料透明度網站「open.ny.gov」，首次為公眾提供使
用者友好的一站式管道來存取紐約州機關、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資料。以展示經濟發展、健康、
休閒與公共服務資訊為特色的該網站已於「陽光週」期間的今日揭開面紗。全國性的「陽光週」
計畫旨在提升公眾對開放政府重要性的意識。
「Open.ny.gov 為所有政府層級建立了空前的透明度，為民眾提供使用者友好的管道來存取有關本
州政府的大量資訊，」州長 Cuomo 說。「該新網站將會顯著促進公眾對我們最寶貴的資產之一，
即資料的存取。隨著其在未來不斷地擴充和發展，Open.ny.gov 將會激活創新、提升效率、增強責
任心，並重新拉近民眾與政府的距離。」
州長今日還頒佈了一項行政令，首次指示州機關審查並歸總其所蒐集的資料，並循序漸進地將公
共資料呈現在該網站上。資料將依據州資訊科技服務辦公室(ITS)制定的指引進行線上發佈，同時
行政令指示 ITS 在最終確定該等指引時，廣泛諮詢各機關並徵求公眾意見。截至今日，30 多家州
機關和職權機構、紐約州立大學(SUNY)和紐約市立大學(CUNY)已提供了資料，而州教育部業已同
意於未來參與。
Open.ny.gov 亦被作為全州各地方政府的共用資源，為公民提供存取政府資料的統一管道，幫助地
方政府削減成本，提高效率，同時增大透明度。Essex、Oneida、Onondaga 和 Suffolk 各郡及
Albany 市已開始於該網站上共用其資料。本州將會為選擇使用該服務的所有地方政府給予協助。
Open.ny.gov 能夠促進研究和明智的決策，增強基於公共資料的協作，從而為州機關和地方政府提
供幫助。它還為州機關和地方政府提供更強大的技術能力來公開其資料。
透過與聯邦政府的合作夥伴關係，數以千計的聯邦資料集合亦可單獨，或與紐約州資料一同在
open.ny.gov 上發佈。同樣，紐約州資料可與聯邦網站 data.gov 上的其他州資料一同被搜尋。
「在使政府資料變得更為可存取、可搜尋和可用方面，紐約州的領導帶頭作用值得讚賞，」白宮
科技政策辦公室美國首席技術官 Todd Park 說，他曾一直領導聯邦的開放政府工作。「公開政府
資料將會顯著提升政府的效率和效能，並為公私企業家精神、創新和探索增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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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是指那些解除限制，並能夠以一種可透過常用網路搜尋應用程式進行檢索、下載、
索引和搜尋之格式加以發佈的資料。Open.ny.gov 為本州與地方政府所搜集及維護的大量資訊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開放資料」存取管道和透明度。它可讓研究人員、公民、企業和科技社區直接並
集中地存取高價值的政府資料，以進行搜尋、探究、下載和共用。
透過以該種方式提供政府資訊，有助於開發基於資料的實用「應用程式」，鼓勵研究人員和監督
群體利用該等資料來提出各種建議，以改善紐約州的政府效能和民眾生活，並透過存取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FOIL)之外的資料來提高州機關的效率。
各地經驗業已證實，公開資料可削減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激勵與私營部門更高效地合作。例證
包括：
• 透過線上公開政府資料，馬薩諸賽州已節省了超過 300 萬美元的文件成本，而南卡羅萊
納州亦透過線上公開採購資訊，將 FOIL 申請削減了三分之一。
• 在舊金山，即時獲取交通資訊已促使 311 呼叫量下降，一年節省超過 100 萬美元。
• 更多資訊的線上發佈讓德克薩斯州可透過線上財政資料來分析開支，並發現潛在的節省
機會，兩年時間幫助該州節省 480 萬美元。
公開資料亦讓政府以外機構能夠基於政府資料建立實用的應用程式。譬如，華盛頓特區 預計其
「Apps for Democracy」競賽可透過 50,000 美元的獎金投資，打造出 230 萬美元的新軟體。
在今日網站啟動之日，即便在尚未指示各政府機構及權力機關參與前，open.ny.gov 即已提供了大
量可立即供公眾使用的資料，包括大量的健康、公共設施和服務資訊，如：
• 食品安全檢查資訊，主要針對全州的食品服務機構，包括餐館、學校自助食堂、速食店
和施捨處。此前，州及當地健康部門蒐集的食品服務合規檢查資料僅在少數地區公開。
• 公眾如今可輕鬆檢索醫師，並依據可追溯至 1990 年的專業醫療行為與紀律資訊來做出更
好的就醫決定。
• 來自綜合的健康報告資料庫 - 紐約州全州規劃和研究協作系統(SPARCS)中的資料首次無需
FOIL 申請即可公開，並且可檢索、可下載。這包括該州各機構 2010 年醫院出院資料和各
醫院的患者統計資訊。同時公開的還有有關醫院感染送檢率和醫院成本報告的歷史資訊，
皆有助於研究和分析。
• 娛樂資訊，涉及州立公園、歷史景點、野營地、雪上汽車道、垂釣場所、高爾夫球場、
划船、徒步旅行和越野賽道。
• 全州的服務提供商資訊（如精神健康提供商）和可檢索的互動式日托服務機構地圖，包
括收容能力資訊，以幫助各家庭在附近尋找合適的兒童看護機構。
今日公開的資料集、地圖和圖表超過 200 份，其中些許資料集包含成千上萬條資訊。透過合併多
家政府機構的資訊並支援繪圖，open.ny.gov 將顯著提高該等資訊的可用性。隨著更多資料的相繼
公開，將開發出更多的實用應用程式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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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ny.gov 依託於州衛生部近期開展的公開資料試驗專案。該試驗得到了該機構的公開政府計畫
- Maximizing Essential Tools for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Xcellence，即 METRIX 專案的支援。METRIX
專案旨在改善公眾存取 DOH 資料資產的途徑，鼓勵各利益相關方不斷創新、積極參與並通力合
作，力求制定出具有針對性的醫療政策來提高紐約州醫療系統的服務質素。自 METRIX 專案於
2011 年 8 月啟動以來，DOH 業已在網路上公開了寶貴的健康資料。該等資料目前可在
open.ny.gov 及新推出的健康網站 health.data.ny.gov 上流覽。
州衛生部部長、醫學博士、醫學衛生碩士 Nirav R. Shah 說：「METRIX 專案旨在讓紐約州民眾可透
過技術領域的進步獲取寶貴的健康資料。我很激動 DOH 發揮了獨特作用，進一步推進了州長
Cuomo 的願景，讓紐約州政府變得更加公開、創新、節約。Open.ny.gov 必將造福全體紐約州民
眾，而 DOH 亦很自豪能為此貢獻綿薄之力。」
除紐約州以外，全國僅有另外八個州擁有公開資料網站，該等網站上可流覽州資料，並提供類似
於 open.ny.gov 的可檢索、可下載的獲取格式。紐約州的 open.ny.gov 在推出時將為資料集提供
「API」或應用編程介面，並將提供一個專用的資源頁面，開發人員可立即使用該頁面上的工具和
已公開的資料開發應用程式。
Open.ny.gov 的特點
• 存取高價值政府資料的一站式網站
• 功能強大的跨機構檢索工具：可透過單一檢索工具輕鬆檢索到已提交的所有資料，從而
最高效利用所有政府機構的資訊。
• 集中地存取紐約州最為透明的些許網站：Citizens’ Connects，Tappan Zee 大橋網站；
TheNewNY.com；區域經濟發展理事會網站；來自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的全面的商務
資源；及紐約州中的空缺職位資料庫 Jobs Express。
• 集中蒐集使用紐約州資料建立的「應用程式」和行動工具
• 社交媒體參與：讓民眾能夠輕鬆依據自身情況對資料進行調整，在地圖和圖表上進行直
觀化，以及在部落格和社交網路上與其他使用者共用自己的創建成果；在網站上使用社交
媒體亦可促進使用者間開展持續的「公開資料」對話。
• 建議資料集：透過該功能，公眾可提出自己認為應納入該網站的資料。
• 由於與聯邦政府及紐約州地方政府大力合作，因此可檢索到聯邦與地方資料

「Open New York」
」計畫
今日的 open.ny.gov 是繼「OpenBudget.ny.gov」於一月份成功啟動之後推出的，亦是「Open New
York」計畫中的最新舉措。該計畫在州長 2013 年度州情咨文中提出，旨在透過運用技術來提高透
明度，改善政府效能，及加大公眾參與度。2011 年，州長推出了 CitizenConnects 網站，其意圖是
讓紐約州民眾透過該「線上市政廳」查閱州長過往的計畫安排，瞭解全州的會議資訊，及觀看州
長活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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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ndaga 郡郡長 Joanie Mahoney 說：「於「陽光週」期間的今日推出 open.ny.gov，預示著紐約
州邁進資訊公開新時代。透過州長 Cuomo 的新網站，紐約州民眾可研究州政府機構和地方及聯邦
政府之前並未對外公開的有用資訊，從而更透徹地分析並更好地做出決定。我們欣然接受了州長
在今日的推出活動上共用 Onondaga 郡資料的邀請，亦期待繼續使用 open.ny.gov 上的該等重要資
源。」
Oneida 郡郡長 Anthony Picente 說：「我們很高興在今日的 open.ny.gov 啟動活動上公開 Oneida 郡
的資料。隨著該網站不斷發展壯大，我們承諾繼續參與進來，這不僅可造福 Oneida 郡郡民，還將
惠及全體紐約州民眾。該計畫將推動政府的公開透明，還將有助於地方政府降低成本，提高州援
助金的效率。我就該頗具膽略的專案向州長 Cuomo 表示祝賀。」
Suffolk 郡郡長 Steve Bellone 說：「州長 Cuomo 新推出的公開資料網站 open.ny.gov 將為紐約州民
眾呈現空前的州、地方及聯邦資訊。Suffolk 郡很自豪能透過加入該計畫鼓勵政府公開透明，分享
本郡資料供民眾、企業、政府官員和技術開發商使用。Open.ny.gov 將有助於我們削減成本，提高
效率，及加大社區的開放度。」
Essex 郡監事會主席 Randy Douglas 說：「對於包括本政府在內的地方政府而言，Open.ny.gov 是極
好的資源。它不僅可充當我們共用資料與節省成本的平臺，還將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州及聯邦資
料，用於決策和研究。州長優先在紐約州各級政府實現透明，我在此向其英明領導表示讚賞。」
Albany 市市長 Jerry Jennings 說：「我們很榮幸能參加州長 Cuomo 的 open.ny.gov 計畫。該網站將
有助於我們地方政府削減成本，節省納稅人的金錢，並提高資料的效率與透明度。州長推出該網
站，並讓所有地方政府有機會透過線上公開資料來節省金錢及提高透明度，對此我對州長表示讚
賞。」
紐約市公民聯盟執行主任 Dick Dadey 說：「公民聯盟大力讚賞州長 Cuomo 及其政府，他們為紐約
州推出了一個意義重大的公開資料門戶網站，這亦構成了其「Open New York」計畫的關鍵組成部
份。藉助主動公開可供使用的州及地方政府資料，紐約州民眾能夠史無前例地獲取以前從不曾發
佈的公共資料，這樣一來，他們不僅可評估政府的效能與效率，亦可評估餐館等公共服務機構之
效率。此舉將推動創新，讓紐約州民眾能夠做出更明智的決定，讓政府部門能夠更透明、更負
責，而這正是我們 21 世紀民主政體的基本要素。公開資料還將直接惠及政府，因為 FOIL 申請的
降低及公眾就可實現的潛在效能所提出的建議有助於削減成本。」
政務公開委員會執行主任 Robert Freeman 說：「州長 Cuomo 的計畫大大推進了政府資訊披露工
作。儘管公開的大量資訊令人印象深刻，但公眾能否以極具創意之創新方式來利用該等資訊或許
更為重要。有了 Open.ny.gov，公眾便可在此獲取資訊。另外，亦可對該等資訊進行分析、提取及
合併，以便為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商界和學術界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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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sselaer 理工學院電腦科學與認知科學專業 Tetherless World Senior Constellation 教授 Jim A.
Hendler 說：「看到紐約州發佈如此多的資料並將繼續發佈更多資料，真是令人激動不已。隨著我
們不斷開發新技術，我期待能與紐約州及其他地方的開發人員精誠合作，讓越來越多的紐約州民
眾能夠從今日發佈的資料中受益。」
NY Tech Meetup 主席 Andrew Rasiej 說：「紐約州於技術創新領域的領導地位不斷增強，而新推出
的「Open New York」計畫是又一有力例證。它還說明，就讓政府變得更為負責和透明這一目標，
紐約州同樣準備好走在前列。」
Reinvent Albany 執行主任 John Kaehny 說：「州長 Cuomo 將不斷發佈寶貴的州、市及郡資料供全
體民眾使用。該等資料流程將提高透明度，推動創新經濟，改善公共服務，並將降低政府成本。
從全國角度看，紐約州的公開資料計畫尤其具有創新性且意義深遠，因為它讓地方政府能夠將紐
約州的資料網站作為一種資源，讓其資料能夠更容易地供其自身及公眾查找和使用。」
Sunlight Foundation 全國政策主管 Laurenellen McCann 說：「各州已準備好在市及地方開設意義深
遠的公開先例。州長 Cuomo 的新計畫不僅僅是呼籲 Albany 採取行動，而且還呼籲全紐約州的所
有地方政府採取行動，示範一種管理政府基本資訊的新方式。」
SUNY 奧爾巴尼分校政府技術中心主任 Theresa Pardo 說：「長期以來，各政府共用資料一直被視
為很困難的事，但卻是跨越政府界限的有效協調服務所必需的。對於紐約州各政府間的資料共用
而言，Open.ny.gov 意味著新機遇，它提供了一個公共平臺，讓各政府能夠輕鬆共用並使用資料來
打造綜合的協調計畫與服務。」
紐約州政策帝國中心(Empire Center for New York State Policy)主任 Tim Hoefer 說：「該門戶網站是
向實現政務公開透明邁進的一大步，並將開啟無數扇門，向紐約州納稅人公開更多資訊。」
紐約州公共利益研究組(NYPIRG)立法顧問 Russ Haven 說：「公開州政府機構及權力機關的資料庫
將使州政府變得更為透明、高效。如今，公眾無需透過 FOIL 流程便能比對歷史資料，更深入地評
估機構效能，並更快地獲得資料。透過公開本州的大量資料庫，州長引領州政府邁出了重大一
步，讓紐約州民眾能夠輕鬆查看州政府對稅金的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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