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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類別 

■創新獎  

□精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年度 105 年度 

提案單位 臺北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公務統計科洪蔚藍 18% 
參與提案人：黃琡雲 4％；公務統計科-蘇曉楓 7％、范汝欣 3％、

吳蔓麗 18％、孫曉筠 7％、王家偉 3％、蔡宗顯 1％、

李采凌 3％、蔡宛宜 3％、黃子暢 18％、陳翔 3％、

薛惠娟 3％、黃馨慧 3％、張珣 3％；經濟統計科-吳
玟潓 3％ 

提案範圍 

(二)有關本府城市行銷、節慶及大型活動之改進革新事項。 

(八)其他對促進機關行政革新有所助益之創新作為(如：促進性別

平等、高齡化社會之因應措施、工作環境、節能減碳、開源

節流等)。 

提案名稱 
打造世界的臺北-參與世界城市數據委員會（WCCD）ISO 37120 指

標體系計畫 

提案緣起 

一、為解決本市國際都市統計資料蒐集作業困難，精進本市統計

指標體系 

本處自西元 1999 年開始籌編國際都市指標作業，選列

國際知名城市，透過相關中央部會轉寄問卷至各都市蒐集統

計資料，並彙編「臺北市與國際都市指標分析」，惟遭遇下

列問題致難以精進統計指標體系。 

(一)資料缺漏項多：由於各城市間統計制度、統計登記方法，以

致於部分統計資料無法產生或時間向度有別，僅些許資料可

再計算利用，致資料彙編時缺漏項多。 

(二)缺乏國際標準定義：囿於各國國情及經社環境的發展不同，

城市統計不若國家統計健全，且部分指標定義無統一標準，

因此亟需一套作為城市治理、績效評核及永續發展政策建議

的國際標準統計指標體系。 

二、ISO 37120 提供全球公認之標準城市指標體系 

(一)符合本府施政願景: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邀集相關領域專家

學者就城市永續發展及智慧城市等議題進行開發國際標準

城市指標—ISO 37120，於 2014 年 5 月正式發表，係全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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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城市治理、績效評估及永續發展政策建議的標準指標體

系，符合本府「宜居永續城市」施政願景；現由世界城市數

據委員會（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WCCD）推廣 ISO 

37120 指標體系計畫。 

(二) ISO 37120 指標體系內容完整、客觀及周延:該指標體系內

容共計包括經濟、教育、能源、環境……等 17 個層面，每

個層面約有 2 至 10 項指標，合計共有 100 項指標項目，可

明顯呈現或評核一個城市在社會、經濟及環境的發展與績

效，而且也與其他國際相關計畫之指標取得一致性，其內容

客觀、合宜且周延。 

(三)提供標準指標定義: 透過 WCCD 分級認證機制，所有指標資

料須經第三方驗證通過，指標定義標準一致，而各國際城市

為爭取較佳認證等級，無不積極查填資料，因此資料缺漏項

較少。 

(四)與國際接軌:藉由參與 ISO 37120 指標體系計畫，取得 WCCD

開放數據平臺認證城市相關資訊，以達與國際接軌，提供施

政規劃多元資訊。於市長與本處同仁面對面溝通座談會提出

本市申請加入 WCCD，獲市長肯定與支持(詳附件 1)。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辦理過程 

(一)申辦註冊認證及指標建置 

1.註冊申請:主動與 WCCD 聯繫，了解申請加入相關事宜，並

於 104 年 10 月 28 日由市長親自簽署註冊及認證協議書，

成為全國第 1 個加入 WCCD 的城市。  

2.指標內容：ISO 37120 指標體系應查填項目計 134 項，包

含 34 項基本指標及 17 個層面 100 項認證指標，每項指標

之查填內容除指標資料外，另須分別依 WCCD 規定提供 4

至 19 項不等之佐證資料，如:資料來源、統計範圍及統計

方法等作為第三方認證者檢視資料是否符合認證標準之

依據。 

3.蒐集審核 

(1)前期作業:為順利推動指標查填資料蒐集作業，除先行

整理各項指標中文名稱與定義、分子分母數據及資料出

處外，本處同仁逐一試填每項指標查填內容，以確切了

解問項內容，並藉以發掘問題加以改善後，再由資料權

管機關配合填報。 

(2)資料蒐集:於 104 年 11 月函請本府 20 個資料權管機關

進行資料查填，並分別設立機關諮詢窗口人員即時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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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查填資料上之疑問。 

(3)資料審核:逐一檢核機關回復之查填資料內容，經檢核

後如有錯漏部分，多次與機關溝通、說明，同時洽請

WCCD 釋疑，經過 3個月時間，蒐集 32 項基本指標、98

項認證指標及 704 項佐證資料(詳附件 2)。 

(4)蒐集困難及解決 

A.未完全符合 ISO 37120 指標定義資料者：因地制宜

尋求解決方式，對於無法與 ISO 37120 指標定義完

全一致之統計資料，則就我國國情及相關制度規定

向 WCCD 請益以研擬適當統計方法估算。 

B.指標資料交互檢核，提高指標品質：先由本處彙整

本市相關公務及調查統計數據結果，再請權管機關

依 WCCD 規定提供每項指標數據及資料來源文件、網

頁或資料庫等佐證資訊，再與本處蒐集之資料交互

檢核，倘有不一致之處再與權管機關研議估算方

法，以提高指標資料品質。 

C.積極查填資料，提升認證等級：經本處與各權管機

關積極查填蒐集 100 項指標，如無相關統計資料部

分，竭盡研擬適當統計方法估算，前揭指標分為核

心指標及輔助指標 2 大類，其中核心指標係為城市

發展較為重要及取得認證等級之基本項目，請各權

管機關務必積極查填，以期獲得較優之認證等級。

4.資料認證：經過 3 個月時間蒐集指標資料檢核後，於 105

年 1 月將蒐集完整之指標查填資料逐項上傳至驗證網站，

送請 WCCD 認證(詳附件 3)。 

5.認證意見處理︰WCCD 及第三方驗證者接收本府傳送認證

資料後，隨即陸續於認證過程提出疑義及意見，本處接獲

意見後即與資料權管機關研議說明、補充或修正內容，據

以完整回復驗證者，於 105 年 3 月完成所有資料補正。 

(二)指標推展及分析 

於通過認證後，彙整 WCCD 開放數據平臺截至 2016 年 6

月底止，已通過 ISO 37120 認證之 29 個國際城市 17 個層面

100項認證指標資料及進行本市2014年資料與本市之標竿城

市、地理位置與本市鄰近之城市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與

我國相近國家之城市比較分析，以充實市政規劃資訊，供各

機關標竿學習之參據。 

(三)建立資料蒐集機制，充實公務統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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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全面檢視指標內容，針對尚未能蒐集之指標，積極

建立資料蒐集機制，俾利日後指標資料之常川蒐集。協調權

管機關於辦理公務統計方案修訂作業時，將未納入機關統計

方案之指標項目，儘速納入方案定期報送。另未能於公務統

計獲取者，亦研議辦理資料蒐集及估算作業。 

二、辦理成效 

(一)獲最高白金級認證 

WCCD 以通過 ISO 37120 認證指標數量分為入門(1 項以

上核心指標未通過認證)、銅(46-59 項)、銀(60-75 項)、金

(76-90 項)、白金(91-100 項)等 5 個認證等級。本市指標認

證作業歷經指標建置檢核及配合認證等過程，時間長達半年

之久，終於105年4月WCCD通知本市獲得最高白金級認證(詳

附件 4)。 

(二)提供本府建置市政治理、績效評核及永續發展指標參據 

運用經濟、教育、能源、環境……等 17 個層面指標項

目內容，建置客觀、周延之施政指標並運用於永續發展委員

會秘書組提供本市與荷蘭阿姆斯特丹比較資料作為本市永

續發展指標項目及目標值修訂之參據；及配合本府施政願景

「宜居永續城市」八大策略主題提供 ISO 37120 指標體系資

料，作為本府各機關建置策略地圖關鍵績效指標之參據。 

(三)提供本府與國際都市施政績效橫向比較，與國際接軌 

蒐集彙整全球通過 ISO 認證 29 個國際城市指標資料及

本市與阿姆斯特丹、大陸上海與沙烏地阿拉伯麥加、西班牙

巴塞隆納及瓦倫西亞等城市分析資料，供施政績效橫向比

較，藉以發掘本市的優勢與劣勢及進行城市標竿學習。 

(四)彙編「臺北市與國際都市 ISO 37120 指標」單行本 

為利各機關作為市政建設之參考運用及使用便利性，將

國際城市指標資料及相關分析，彙編 105 年版「臺北市與國

際都市 ISO 37120 指標」單行本提供各機關參考運用，以充

實市政規劃資訊，供各機關標竿學習之參據。 

三、建置經費︰ 

(一)由於 104 年 WCCD 與 CITYNET(城市網)合作推動 ISO 37120

計畫，又本市為城市網會員之一，爰 WCCD 第 1 年註冊費及

驗證費獲得補貼，註冊加入及認證費合計 4,950 美元(約新

臺幣 16 萬 5,000 元)。 

(二)後續每年須繳納入會註冊費及資料驗證費，其計費方式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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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一循環，第 1 年註冊費及驗證費計 7,500 美元；第 2、3

年註冊費及驗證費計 5,500 美元；第 4 年計費方式同前述第

1 年為另一循環起始。 

實 際 執 行

（ 未 來 預

期）成效 

創建 ISO 37120 指標體系，藉此增進國際城市標竿學習，健

全本市指標體系，並進行城市行銷，其指標體系內容，更廣為本

府各機關參用，謹就 ISO 37120 指標建置效益說明如下： 
 

一、內部效益 

(一)進行國際城市標竿學習︰藉由已獲認證 29 個國際城市指標

成果，提供各機關設定目標及作為市政規劃決策參考： 

1.本市永續發展指標:本市永續願景、水土資源、能源與生態、

永續交通、永續社區及國際環保等面向之國際指標全數採用

ISO 37120 指標體系相關層面之指標項目共計 20項,在地指

標則計參用非都市發展地區比率及家戶用電量計 2 項指標。

2.本府策略地圖關鍵績效指標：本府教育局、工務局、衛生局、

環保局等 9個機關採用 ISO 37120 指標體系相關層面之指標

項目共計 23 項作為各該局處施政之重要參據。 

(二)健全本市統計指標體系︰ISO 37120 指標體系包含經濟、能

源、環境等 17 個層面指標，與本市綠色及永續城市的願景

相符，透過指標資料蒐集機制，完善本市統計指標體系，充

實市政決策資訊。 

(三)精進現行國際都市指標建置作業︰透過 WCCD 開放數據平臺

資料進行認證城市指標資料蒐集，可獲得具統一標準定義之

國際都市指標資料，有助於強化都市評比結果之客觀及周延

性，以改善現行蒐集作業之困難。 

二、外部效益 

(一)創全國之先並獲白金級認證殊榮：本市為全球第 27 個通過

ISO 37120 認證的城市，也是第 17 個取得白金級認證城市

(詳 WCCD 網站 http://open.dataforcities.org），更是東

北亞及全國第 1 個入會並完成認證的城市(詳附件 5)，參與

認證之相關經驗，已獲全國相關縣(市)關注，並已有高雄市

及臺中市競相來師法學習。 

(二)進行城市行銷︰藉由 WCCD 開放數據平臺呈現本市各項施政

成果進行城市行銷，另通過認證之相關新聞稿，同步於市長

臉書刊登相關訊息，並獲東森新聞、三立新聞、PCHome、指

傳媒等媒體正面報導(詳附件 6)。 

(三)提升本市國際能見度︰參與國際城市標準指標體系認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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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數據與其他國際城市交流，增進國際能見度，更可借

鏡，蒐集更多元施政策略與統計資訊，進行差異性比較學

習，提升本市決策品質。 

(四)統計品質獲國際肯定，WCCD 積極爭取亞洲城市加入︰藉由

國際標準組織(ISO)開發的國際標準城市指標認證，促使市

政統計資料蒐集之可信度、客觀性及周延性等統計品質深獲

國際肯定；並間接促使 WCCD 積極爭取其他亞洲城市如:東

京、首爾等以提升國際都市指標蒐集範圍。 

相關附件 

附件 1-市長與主計處同仁面對面溝通座談會列管事項 

附件 2-134 項指標內容 

附件 3-資料上傳至驗證網站(範例) 

附件 4-正式通知及證書 

附件 5-WCCD 平臺露出 

附件 6-城市行銷新聞露出 

聯絡窗口 

姓名：洪蔚藍 

電話：02-27208889 轉 2066 

Email：ta-a620040@mail.taipei.gov.tw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 點，行距為固定行高 18pt。 
（2）頁數：A4 紙不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不限。 
（2）頁數：A4 紙不超過 6頁。 



APAA-10507
文字方塊
附件1



層面 類型 編號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PI4.1 Total city population 人口數

PI4.2 City land area 土地面積

PI4.3 Population density 人口密度

PI4.4 Country GDP 國內生產毛額

PI4.5 Gross operating budget 歲出經常門預算數

PI4.6 Gross capital budget 歲出資本門預算數

PI4.15
City population as a percentage of
country's population

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比率

PI4.16
Percent of population that are youth aged
15-24

青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PI4.17
Percent of population that are seniors aged
65+

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PI4.18 Annual population change 人口年變動率

PI4.19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that is foreign-
born

國外出生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PI4.20
Percent of population that are new
immigrants

新移民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PI4.22
Percent of population that are children
aged 0-14

幼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PI4.23
Percent of population that are adults aged
25-64

25至6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PI4.24
Male to female ratio (number of males per
100 females)

性比例

PI4.25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扶養比

PI4.26 Percent of population who are non citizens 非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PI4.27 Total number of households 戶數

PI4.28 Persons per unit 戶量

PI4.29
Total number of occupied dwelling units
(owned & rented)

非空閒住宅數

PI4.31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平均每戶所得總額

PI4.32 Cost of living 生活成本

PI4.33 City product per capita 平均每人城市產值

PI4.34
Employment annual percent change -
based on last 5 years

就業人口近5年增減率

PI4.35
Annual inflation rate - average of last 5
years

近5年平均年通膨率

PI4.36 Income distribution (Gini coefficient) 所得分配(吉尼係數)
PI4.37 Country GDP per capita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PI4.38 City product as a percent of country's GDP 城市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

PI4.43 Average annual rainfall (mm) 平均年降雨量

PI4.44 Number of native species 原生種數量

PI4.46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C) 平均年氣溫

PI4.47 Average annual snowfall (cm) 平均年降雪量

國際都市ISO37120指標

4.基本資料

PROFILE
INDICATORS

PI4.42 Non-residential area 非住宅區面積比率

PI4.30 Dwelling density per sq/km 住宅密度

1

層面 類型 編號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EC5.1 City’s unemployment rate 失業率

EC5.2
Assessed value of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properti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assessed value of all properties

產業用不動產評定標準價格占所有

不動產評定標準價格比率

EC5.3
Percentage of city population living in
poverty

貧困人口比率

EC5.4
Percentage of persons in full-time
employment

全時就業者比率

EC5.5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青年失業率

EC5.6
Number of business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工商家數

EC5.7
Number of new patent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新專利數

ED6.1
Percentage of female school-aged
population enrolled in schools

女性學齡人口就學率

ED6.2
Percentage of students completing primary
education

同一世代初等教育學生結業率

ED6.3
Percentage of students completing
secondary education

同一世代中等教育學生結業率

ED6.4 Primary education student/teacher ratio 初等教育生師比

ED6.5
Percentage of male school-aged population
enrolled in schools

男性學齡人口就學率

ED6.6
Percentage of school-aged population
enrolled in schools

學齡人口就學率

ED6.7
Numb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gre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具高等教育學位人數

EN7.1
Total residential electrical energy use per
capita

平均每人住宅用電量

EN7.2
Percentage of city population with
authorized electrical service

合法供電人口比率

EN7.3
Energy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public
buildings per year

公共建築用電量

EN7.4
Percentage of total energy derived from
renewable sources, as a share of the city’s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再生能源利用比率

EN7.5 Total electrical energy use per capita 平均每人用電量

EN7.6
Average number of electrical interruptions
per customer per year

平均每戶停電次數

EN7.7 Average length of electrical interruptions 平均每次停電時間

EV8.1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concentration

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

EV8.2 Particulate matter (PM10) concentration 懸浮微粒PM10濃度

EV8.3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measured in
tonnes per capita

平均每人溫室氣體排放量

EV8.4 NO2 (nitrogen dioxide) concentration 二氧化氮濃度

EV8.5 SO2 (sulphur dioxide) concentration 二氧化硫濃度

EV8.6 O3 (Ozone) concentration 臭氧濃度

EV8.7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affected by
noise pollution

噪音污染影響人口比率

EV8.8
Percentage change in number of native
species

原生物種數量變化率

5.經濟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6.教育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7.能源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8.環境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2

層面 類型 編號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核心

指標
FN9.1

Debt service ratio (as a percentage of
municipality's ownsource revenue)

債負比率

FN9.2
Capital spending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xpenditures)

資本支出占歲出比率

FN9.3
Own-source revenu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revenues)

自籌財源占歲入比率

FN9.4
Tax collected (as a percentage of tax
billed)

稅款實徵數占查定數比率

FR10.1
Number of firefighter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全職消防人員數

FR10.2
Number of fire related death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火災死亡人數

FR10.3
Number of disaster related death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天然災害死亡人數

FR10.4
Number of volunteer and part-time
firefighter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義勇消防人員數

FR10.5
Response time for emergency response
services from initial call

緊急救護服務出勤反應時間

FR10.6
Response time for fire department from
initial call

火災出勤反應時間

GV11.1
Voter participation in last municipal
election

最近一次市長選舉投票率

GV11.2
Women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lected to
city-level office

市級民意機構女性當選人比率

GV11.3
Percentage of women employed in the city
government workforce

市府女性員工比率

GV11.4
Annual number of convictions for
corruption and/or bribery by city official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市府官員貪污行賄定罪人

數

GV11.5
Number of local officials elected to office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民選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

人數

GV11.6
Number of registered voters as a
percentage of the voting age population

選舉人占法定選舉年齡人口比率

HL12.1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零歲平均餘命

HL12.2
Number of in-patient public and private
hospital bed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公私立醫療院所病床數

HL12.3
Number of physician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醫師數

HL12.4
Under age five mortality (per 1,000 live
births)

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HL12.5
Number of nursing and midwifery
personnel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護產人員數

HL12.6
Number of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心理健康執業人員數

HL12.7 Suicide rate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自殺死亡人數

RE13.1
Square meters of public indoor recreation
space per capita

平均每人公共室內休閒空間面積

RE13.2
Square meters of public outdoor recreation
space per capita

平均每人公共室外休閒空間面積

11.政府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9.財務
輔助

指標

10.消防

與緊急

應變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12.健康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13.娛樂
輔助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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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類型 編號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SF14.1
Number of police officer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警察人員數

SF14.2
Number of homicid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殺人案件發生數

SF14.3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侵害財產案件發生數

SF14.4
Response time for police department from
initial distress call

警察局受理報案電話出勤反應時間

SF14.5 Violent crim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暴力犯罪案件發生數

核心

指標
SH15.1

Percentage of city population living in
slums

貧民區人口比率

SH15.2
Number of homeles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遊民數

SH15.3
Percentage of houlseholds that exist
without registered legal titles

非法戶比率

SW16.1
Percentage of city population with regular
solid waste collection (residential)

享有定期收集家戶固體廢棄物人口

比率

SW16.2
Total collected municipal solid waste per
capita per year

平均每人固體廢棄物收集量

SW16.3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solid waste that is
recycled

固體廢棄物回收比率

SW16.4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solid waste that is
disposed of in a sanitary landfill

固體廢棄物衛生掩埋比率

SW16.5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solid waste that is
disposed of in an incinerator

固體廢棄物焚燒處理比率

SW16.6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solid waste that is
burned openly

固體廢棄物露天焚燒比率

SW16.7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solid waste that is
disposed of in an open dump

固體廢棄物露天堆置比率

SW16.8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solid waste that is
disposed of by other means

固體廢棄物其他方式處理比率

SW16.9
Hazardous waste generation per capita per
year

平均每人有害廢棄物產生量

SW16.10
Percentage of city’s hazardous waste that
is recycled

有害廢棄物回收比率

TV17.1
Number of internet connection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連網數

TV17.2
Number of cell phone connection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行動電話數

輔助

指標
TV17.3

Number of landline phone connection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市內電話數

TR18.1
Kilometers of high capacity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高運量公共運具營運里程

數

TR18.2
Kilometers of light passenger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輕運量公共運具營運里程

數

TR18.3
Annual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 trips
per capita

平均每人搭乘公共運具旅運人次

TR18.4
Number of personal automobiles per
capita

平均每人自用汽車數

18.運輸

17.電信

服務與

創新

核心

指標

14.安全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核心

指標

15.庇護
輔助

指標

16.固體

廢棄物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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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類型 編號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TR18.5
Percentage of commuters using a travel
mode to work other than a personal
vehicle

通勤學旅次使用綠運具比率

TR18.6
Number of two-wheel motorized vehicles
per capita

平均每人機車數

TR18.7
Kilometers of bicycle paths and lan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自行車道公里數

TR18.8
Transportation fataliti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TR18.9
Sum of all non-stop commercial (i.e.
scheduled) flights departing from all
airports serving the city

直飛商用航空出境架次

核心

指標
UP19.1 Green area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綠地面積

UP19.2
Annual number of trees planted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十萬人種植樹木數

UP19.3
Areal size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as a
percentage of city area

非法居住地或違建物土地面積占城

市土地面積比率

UP19.4 Jobs / housing ratio 工作機會數與住宅單位比例

WW20.1
Percentage of city population served by
wastewater collection

享有廢污水處理人口比率

WW20.2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wastewater that
has received no treatment

廢污水未經處理比率

WW20.3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wastewater
receiving primary treatment

廢污水經初級處理比率

WW20.4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wastewater
receiving secondary treatment

廢污水經二級處理比率

WW20.5
Percentage of the city's wastewater
receiving tertiary treatment

廢污水經三級處理比率

WS21.1
Percentage of city population with potable
water supply service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WS21.2
Percentage of city population with
sustainable access to an improved water
source

改善水源措施普及率

WS21.3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improved sanitation

享有改善衛生設備人口比率

WS21.4
Total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litres/day)

平均每人每日家庭用水量

WS21.5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litres/day)

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量

WS21.6
Average annual hours of water service
interruption per household

平均每戶停水時間

WS21.7
Percentage of water loss (unaccounted for
water)

漏水率

18.運輸

21.水資

源與衛

生系統

核心

指標

輔助

指標

輔助

指標

19.都市

計畫 輔助

指標

20.廢水
核心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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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TV17.1 Number of internet connections (per 100 000 population) 

307,389
 

103 年底 

TV17.1.n Number of internet connections in the city 

8,306,623
 

103 年底 

TV17.1.d One 100 000th of the city's total population 

27.02315
 

103 年底 

TV17.1.s Please referenc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used to ascertain the above data. (Provide links or attach 

documents as part of your submission if appropriate): 

指標部分(EC5.3)：
(79.8%+65.6%+53.1%+86.3%+21.4%)X2,7
8,306,623/2,702,315X100,000=307,389
分子部分(EC5.3.n)：
1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103年個人家戶

 

 

 

 

 

 

 

 

 

 

 

 

指標部分(EC5.3)： 

(79.8%+65.6%+53.1%+86.3%+21.4%)X2,702,315+32,134=8,306,623 

8,306,623/2,702,315X100,000=307,389 

分子部分(EC5.3.n)： 

1.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103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報告，第 283 頁「表 A2-1、個人現在擁有可上網設備-按縣市別分」，

臺北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電視比率總和(%)。 

(Total percentage of individual Internet facilities, such as personal computer, laptop, tablet, smartphone, and TV. 2014 

Individual/Household Digital Opportunity Survey in Taiwa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Executive Yuan,page 283) 

2.http://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lfile/0/1000/1‐1.103%E5%B9%B4%E5%80%8B%E4%BA%BA%E5%AE%B6%E6%88

%B6%E6%95%B8%E4%BD%8D%E6%A9%9F%E6%9C%83%E8%AA%BF%E6%9F%A5%E5%A0%B1%E5%91%8A.pdf 

3.臺北市公共(含 iTaiwan 與 Taipei Free)及民間(含主要電信業者)Wi-Fi 無線上網熱點數量(104 年 12 月 22 日)，詳附件。

(Total number of public and private Wi-Fi hotspots on December 22nd, 2015, deployed by government and private 

telecom companies, according to each of their official websites, refer to attachment) 

4.http://data.taipei/opendata/datalist/datasetMeta/preview?id=6aa6532d-652f-4c1b-814a-4646b75407af&rid=b087af42-

2c54-4dbf-86c8-427d788779e5(4,841) 

5. http://data.gov.tw/node/5962(793) 

6. http://wifi.hinet.net/pwlan/serch_hotspot.php?type=T0&area=P1(11,011) 

7. http://www.taiwanmobile.com/cs/public/getWifiInfo.action?page=1&city=1&keyword=(8,814) 

8. http://www.wifly.com.tw/Wifly7/tw/WiflyHotspot/Taipei/UrbanArea/980810-TP.htm(2,406) 

9. http://www.aptg.com.tw/my/WifiLocation.htm (4,269) 

分母部分(EC5.3.d)： 

1.民政局公務統計報表 

(The statistical form of Department of Civil Affairs,Taipei City Government.) 

2.「103 年」工作表內「人口數」欄位(C4)。 

(“No. of Population”(C4) of sheet ”2014”.) 

3.http://ca.gov.taipei/DO/DownloadController.Attach.asp?xpath=public/Attachment/61111644391.ods 

4.臺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Taipei City Statistics Database Inquiry System) 

年別為「103 年」，項目為「人口數/總計(人)」 

(“Total no. of Population” for year “2014”) 

http://210.69.61.217/pxweb2007-tp/Dialog/varval.asp?ma=PP00016YA&ti=%A4H%A4f%A1B%B1K%AB%D7%A4%C
E%A9%CA%A4%F1%A8%D2&path=/PXfile/CountyStatistics&lang=9&strLi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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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台北！柯文哲：台北獲 ISO 37120 白金級認證| ETtoday 政治新聞 ... 
www.ettoday.net › 政治 

2016 年 4 月 22 日 - 台北市長柯文哲 22 日在臉書表示，去年台北市加入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 WCCD)，參與 ISO 37120 指標體系認證，在 100 ... 

柯文哲：北市府獲 WCCD 白金級認證| 要聞| 聯合新聞網 
udn.com › 要聞 

 

2016 年 4 月 22 日 - 柯文哲今天在臉書發文表示，台北市加入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簡稱 WCCD）參與 ISO 37120 指標體系認證，在 100 項 ... 

(WCCD) ISO 37120 指標體系驗證，並獲得白金級(最高等級) - 臺北市政府 
www.gov.taipei/ct.asp?xItem=176627712&ctNode=5158&mp=100001 

2016 年 4 月 22 日 - 臺北市政府於 4 月 18 日正式通過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CCD) ISO 37120 指標

體系 ... 臺北市政府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正式簽署註冊加入世界城市數據 ... 

柯文哲：北市府獲 WCCD 白金級認證| 最新| 中央社即時新聞 CNA NEWS ... 
appweb.cna.com.tw/webm_dev/menu/aall/201604220306.aspx 

 



2016 年 4 月 22 日 - （中央社記者黃麗芸台北 22 日電）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說，北市府去年 ... 台

北市加入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簡稱 WCCD） ... 

國際標準城市指標柯文哲：台北市是全世界第 27 | 政治| 三立新聞網 SETN ... 
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40423 

1.  

2016 年 4 月 22 日 -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22）日表示，去年台北市加入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 WCCD），參與 ISO 37120 指標體系認證，在 100 ... 

臺北市政府率全國之先，由柯市長簽署加入世界城市 ... - 愛台北市政雲服務 
www.cloud.taipei.gov.tw/web_tgi_getContent?ClassCode=462da1de...GIP... 

1.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臺北市政府於 10 月 28 日由柯市長正式簽署加入 WCCD 組織，將成為第 21 個

註冊入會城市，亦為全國第 1 個加入該組織的城市；加入後除了能提升臺北 ... 

臺北市政府於 4 月 18 日正式通過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CCD) ISO 37120 ... 
news.pchome.com.tw/public/taipei/20160422/index-46125440071021126016.html 

 

2016 年 4 月 22 日 - 臺北市政府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正式簽署註冊加入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簡稱 WCCD)參與 ISO 37120 指標體系認證計畫，在 100 項認證指標中有共 98

項通過 ... 本文出處：http://tcgwww.taipei.gov.tw/ct.asp? 

臺北市政府率全國之先，由柯市長簽署加入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CCD ... 
www.fingermedia.tw/?p=340711 

1.  

2015年10月29日 - 游青雲 城市 • 台北市. 臺北市政府於10月28日由柯市長正式簽署加入WCCD

組織，將成為第 21 個註冊入會城市，亦為全國第 1 ... 目前 ISO 37120 由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市的世界

城市數據委員會(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簡稱 WCCD) ... 

車貸款試算最新銀行貸款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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