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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 案 獎 項 □創新獎  ▓精進獎（請擇一勾選） 

提 案 年 度 100年度（請填寫） 

提 案 類 別 □行政流程 ▓資訊系統 □行銷活動 □工程品質（請擇一勾選） 

提 案 單 位 臺北市政府資訊處應用服務組 

提 案 人 員 

主要提案人：王怡文 貢獻度：20% 

參與提案人：潘瓊如 貢獻度：10%、陳志明 貢獻度：15%、 

張書翎 貢獻度：15%、張秀湘 貢獻度： 8%、 

陳淑娟 貢獻度： 8%、吳克強 貢獻度： 8%、 

向秀觀 貢獻度： 8%、郭家城 貢獻度： 8% 

提 案 主 題 市政網站i整合－好省、好快、好便民 

提 案 緣 起 

為整合市政資訊，統籌運用資訊資源，強化市政優質服務，以提昇民眾

滿意度，同時為減輕各機關資訊人員工作負荷，避免重複投入網站開發成本

造成資料重複建置，自96年起陸續以下列事項為目標，進行相關作業： 

一、建置及推動網站整合性平台 

(一) 以服務導向架構（SOA）為基礎，整合中英文網站共用性機制，

提供符合政府網站規範之單一網站維護管理機制。 

(二) 推動本府各機關全面應用各項網站共用性機制。 

(三) 推動市民網路服務單一化簽入及會員機制。 

二、網站服務內容整合 

(一) 訂定市政網站內容及架構標準規範 。 

(二) 整合網站服務資源，提升為民服務效率。 

三、市政網路服務整體行銷 

(一) 統籌運用資訊資源，快速建置便民網站，強化市政優質服務。 

(二) 深化機關網站、主題網及府級網路活動專業服務。  

(三) 推動網路市民會員加值服務，增加群聚效益與認同感。 

(四) 資源整合、共享及通路互助，發揮最大的行銷效益。 

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一、作業依據 

臺北市政府資訊資源整合綱要計畫 

二、實施過程 

(一) 規劃及建置市政網站整合性平台 

以服務導向架構（SOA）為基礎，96年至98年陸續規劃並建置

網站整合性平台，整合市府中、英文網站各項共用性機制，提

供各機關單一網站維護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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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機關網站服務內容移轉 

依據「臺北市政府網站版型及內容基本標準規範」，98年底協助

並輔導本府各機關中英文網站移轉至網站整合性平台運作，並

深化機關網站建置專業服務，對於缺乏資訊專業人力之機關，

給予更直接之支援服務。 

(三) 網站共用性機制應用及推廣 

97年3月17日辦理網站分類檢索規範暨資源整合計畫說明會，

98年3月27日辦理臺北市政府網站資源整合暨新版平台推動計

畫說明會。並按季開辦推廣講習課程，98年度至100年3月止

總計辦理相關教育訓練逾200小時。 

(四) 各機關網站服務品質管考及 奬勵 

1. 為確保各機關網站資訊的正確性與時效性，97年4月

23日函發「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網站資料檢核計畫」，99年8

月10日修正計畫，針對網站資料檢核訂定獎懲規範。由各

機關每月進行中文網站自我檢核，資訊處及研考會每半年進

行一級機關全面檢測、二級機關、市民生活資料庫抽測，

另亦不定期進行抽測作業， 

2. 97年起每年實施各機關英文網站檢核作業。98年函發「臺

北市政府關英文網站檢核計畫」，明定檢核標準及辦理方式。  

3. 98年7月函發「本府各機關英文網站整併暨移轉作業計

畫」，針對本府二級機關涉外性較低之英文網站進行整併作

業。 

三、執行困難點及突破策略方案 

(一) 機關業務需求複雜，網站整合性平台滿足各機關共通性需求。 

由於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多達162個，業務性質相異，無法

針對不同單位與業務進行客製化網站服務及管理功能。為達到

各機關服務、資源整合之目標，每年針對機關網站管理人員進

行前後台使用者操作、管理介面改善、及新增功能等需求調查

與分析，同時針對共通性需求優先進行相關功能改善與擴充，

滿足機關共通性需求。 

(二) 持續最佳化調校，提昇網站平台運作效能。 

隨著各機關網站服務陸續移轉至網站整合性平台，資料量急速

成長，導致移轉初期發生系統不穩定，影響服務效能，造成機關

及民眾抱怨。為改善網站平台整體效能，針對前台網站瀏覽效能

及後台實際運作狀況，出改善方案並持續進行調校，已提昇網站

平台整體運作效能，滿足各機關維運及民眾查詢網站服務需求。 

(三) 解決網管人員異動問題，按季開辦訓練課程並規劃數位學習。 

由於各機關網站管理人員異動頻仍，但受限於實體授課地點、時

間，以及本處推動人力之限制，定期開辦實體課程已無法滿足各

機關人員之學習需求。為加強網站管理維護人員應用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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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員異動導致網站維護作業銜接困難度，本處特針對機關網站

管理人員或維護廠商，按季開辦網站維護及應用講習課程。同時

亦規劃數位學習課程，讓各機關網站維護人員可不受時間、空間

限制，視其需求隨時線上學習。 

(四) 深化機關網站建置專業服務，提高機關網站移轉意願。 

由於網站移轉過程須投入力進行網站內容檢核，故部份網站規模

較大或已自行開發系統之機關，無意願進行或配合移轉。為深化

機關網站建置專業服務，本處已建立網站管理人員溝通管道，提

供客服諮詢窗口，受理各機關各項共用性機制應用及無障礙網頁

設計諮詢，並對於缺乏資訊專業人力之機關（如：12區托兒所

等）直接支援網站內容建置及版型支援事宜。 

另亦擬訂各機關電腦概算審議網頁製作費用審查原則，規範各機

關仍可編列機關網站資料維護建檔及網頁製作費用，以提昇網站

內容品質。並以應用網站整合性平台各項共用性機制為原則，不

得再編列網站軟體開發及伺服器設備費用，逐步引導機關服務移

轉至網站整合性平台運作。 

(五) 定期檢視及更新，降低網站資料錯誤率 

由於各機關網站資訊正確性及時效性為檢視本府施政效能最

直接指標之一，為落實各機關網站定期檢視並及時更新網站資

料，以提供更符民眾需求之資訊服務，並確保網頁資訊的正確

性與時效性，97年4月23日函發「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網站資

料檢核計畫」，並將自動化網站內容檢視頻率及稽核機制納入

網站整合性平台資料管理功能，輔助機關定期進行網站內容檢

核，降低網站資料錯誤率。 
四、投入成本 

除本處相關業務承辦同仁人力外，並委託資訊廠商規劃及建置市政網

站整合性平台、加速進行各機關網站服務移轉，持續輔導本府各機關

網站管理及相關業務同仁應用網站各項共用性機制，並加強督導各機

關中英文網站檢核作業，以降低網站資料錯誤率。自96年度起各年度

已投入經費如下： 
年度 經費（元） 

96 1,935,000 

97 4,548,419 

98 7,029,941 

99 6,649,836 
 

實 際 執 行 

成 效 

一、 執行成果 

(一) 推動市政網站資源整合，達成162個機關全面應用 

目前本府總計共有162個機關，皆已全面應用網站共用性機制

建置機關網站服務。截至99年底，共有155個機關中文入口

網站已完成移轉至網站整合性平台，移轉率達96％；而16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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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英文入口網站完成移轉至網站共用性平台（99年配合本府

英文網站整併計畫縮減為72個機關英文網站），移轉率高達100

％。已達成市政網站資源整合，塑造一專業、便民、高效率的

市府網站，提供便捷的政府服務。 

(二) 積極整合各機關網站服務資源統合運用，資訊共享創造雙贏 

已整合各機關新聞稿、最新消息、活動訊息、常見問答等資訊，

並透過訊息交換機制將各機關常見問答提供至1999話務系

統、1999服務網等，以供話務人員及民眾查閱；亦將各機關新

聞稿提供至市政輿情新聞網，供府內同仁查詢。 

98年8月更啟動「市民生活資料庫整合計畫」，動員本府各機

關完整蒐集本市城市特色、市政服務、活動訊息、旅遊景點等

服務主題資訊，透過網站（FUN臺北）、行動載具（如手機、PDA

等）及多媒體公眾資訊機（Kiosk）等設備，提供市民及遊客

臺北市導覽服務，達到「魅力臺北」城市行銷之目的。 

 

(三) 樹立機關專業形象，深化網站服務績效 

目前除受理各機關機制應用諮詢外，並按季開辦講習課程，以

提昇各機關網站管理人員應用能力；同時並持續輔導各機關應

用網站共用性機制建置業務主題或活動網站，截至100年5月

止，已有Fun臺北、臺北市年鑑、市政大樓名人藝術畫廊、颱

風資訊專區、閱讀臺北、活化淡水河、公館水岸、健康城市、

市政創意提案資訊網、愛上臺北從A到A+、戀戀河濱趴趴走等

逾90個業務主題或活動網站應用網站共用性機制建置網站服

務。 

(四) 單一簽入讓市民網路服務單一化、服務個人化 

98年6月15日正式啟用新版網路市民中心，截至100年5月

止，總計申請網路市民人數（經重啟驗證)為78,755人。提供

更優質之網路市民服務及24小時個人化市政e櫃臺服務，包

括：家戶即時通、市政訊息、線上申訴申辦、市政討論區、電

子報訂閱、簡訊發送、積點兌換等各項服務。並持續整合多項

市政服務系統，如市長信箱、市民e點通、即時交通資訊網、

市民健康照護、土地使用分區、無線網路等，均可使用同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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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號，真正達到「市民網路服務單一化、服務個人化」。  
二、 內部效益 

(一) 減輕各機關資訊人員工作負荷 

由資訊處負責網站軟硬體維護、資料庫管理、備份及資訊安全

防護等工作，各機關僅須負責網站資料維護更新，大幅減輕工

作負荷。 

(二) 避免各機關重複投入網站機制開發成本 

由資訊處統籌建置網站整合性平台，已減少各機關重複投入網

站機制開發成本，截至100年3月底為止，機關中英文及服務

主題網站已有超過 300 個網站移轉至本府網站整合性平台運

作。若略以300個網站估算，首次建置第1年可撙節約2億5,772

萬元，以後每年投入維運管理費用可撙節約1億2,960萬元。 

 
註 1：首次建置費每個機關若自行建置平台以 45萬元估算 

註 2：各機關自行建置平台投入維運管理費用，每人月以 12萬元估算，

每個網站投入 0.4人/月*12個月*12萬元/人*300個網站=17,280

萬元/年 

註 3：應用本府網站整合性平台維運管理費用，每人月以 12萬元估算，

每個網站投入可精簡為約 0.1人/月*12個月*12萬元/人*300個

網站=4,320萬元/年 

註 4：資訊處投入本府網站整合性平台維運管理，每人月以 12萬元估

算，投入 2人/月*12個月*12萬元/人＝288萬元/年 

三、 外部效益 

(一) 以民眾需求為優先考量，迅速建置重要便民服務網站。 

為提供更優質之市政服務，並以為民服務優先考量，應用現有

網站整合性平台各項機制及功能模組，即可迅速完成主題網站

建置。八八風災「愛在臺北，心手相連」網站即為快速建站實

例，該網站係於98年8月12日取得相關資訊後，動員市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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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各機關人員，蒐集並彙整相關資訊，並於當日迅速完成

網站建置，提供民眾查詢有關莫拉克颱風本市救災資訊。此後

為使民眾即時獲得正確之防救災資訊，亦於99年6月完成「颱

風資訊專區」網站建置，由本府各機關依權責配合於颱風期間

發布相關訊息，保障民眾之生命與財產安全。 

(二) 整合機關服務資源，真正做到「一站式服務」！ 

為整合各機關網站服務，透過用網站整合性平台內容管理及資料

介接機制，一處上稿，除可於不同主題網站重新組合呈現，市府

網站亦可彙整各機關建置之網站資料，使民眾於市府網站即可查

詢到各機關提供之網頁資訊，節省民眾於各機關網站查詢時間。

以收資源共享、快速完成服務資訊整合之目標，真正做到「一站

式服務」！舉凡各機關發布之新聞稿、活動訊息、施政報告、重

大施政措施及成果、文化推廣等市政工作資訊，均可讓市民迅

速、便捷地於市府網站網站獲取。其他如：愛上臺北‧從A到A

＋、活化淡水河、公館水岸等網站，亦為跨機關分工維護之服務

網站案例。 

(三) UI介面一致性規範，易學易用，減少使用障礙。 

藉由「臺北市政府網站版型及內容基本標準規範」推動，各機

關於網頁版型設計與內容維護得有明確之作業依據，本府市政

相關網站服務，如網站版型、內容呈現、資料檢索等可達一致

性操作及導覽介面，讓民眾瀏覽市府各網站服務時，能因一致

性之操作介面，減少使用障礙，提昇網站可用性、可及性，同

時為幫助民眾在使用市府網站服務時，能迅速獲取所需資訊。 

(四) 符合政府網站建置規範，打造無障礙網路空間。 

為提昇政府機關網站服務品質，行政院研考會已陸續頒布無障礙

網頁開發、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電子資料流通詮釋資料及

分類檢索等規範，以作為建置為民服務網站之參考。 

由於網站整合性平台係遵循相關規範為基礎進行整體規劃及開

發，可輔助各機關建置符合政府網站規範之網站服務。目前本府

各機關應用網站整合性平台建置之機關中英文網站，均已取得

A+等級無障礙標章，從「無障礙空間」到「無障礙網路空間」，

打造一個全民溝通更便利的無障礙環境。 

相 關 附 件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網站資料檢核計畫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英文網站整併暨移轉作業計畫 

聯 絡 窗 口 

姓名：王怡文 

電話：27208889分機2864 

Email：ic-a610050@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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