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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92 年 12 月 31 日              資料更新日期：92 年 1 月 6 日 
專責人員：張幼欣 職稱：科員 電話：27287590 E-mail：ta-a600070@mail.tcg.gov.tw 
重要施政成果 
創新措施 一、推動內控強化措施，以健全本府各機關財務秩序：為健全本府各機

關財務秩序及內部控制興利與防弊機制，前依本府九十一年四月三

十日第一一六一次市政會議報告事項八之強化措施裁示事項，自九

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分八梯次辦理「內部控制與審核研

習營」，對象包括機關首長、副首長及業務、出納、會計主管人員共

計約一、六００人次參加。本府聯合訪查小組並於九十一年十二月

九日至二十四日訪查本府社會局等六個機關，嗣於本（九十二）年

一月二十四日提報本府督導各機關落實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會報討

論，其會議紀錄於本年四月十七日簽奉 市長核定，並將本次查核

常見通案及個案缺失之建議改善意見，函請各機關切實檢討即時改

善；另受訪機關業依規定將檢討辦理情形報府備查，本府聯合訪查

小組於本年七月二十四至三十一日辦理聯合複查作業，複查結果於

九月三日提報秘書長主持之督導會報，該會議紀錄業已簽報 市長

核閱後函轉各受查機關持續辦理應行改善事項。又為明確規範各主

管機關派員查核所屬機關內部控制運作情況及研訂本府聯合訪查各

機關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情況後續計畫，案經本處擬具討論事項三項

提報於本（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由 秘書長召開主持之督導會

報，獲致下列具體決議並簽奉 市長核定在案。 
１將修正後之「臺北市政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成效作業

原則」及各機關辦理支付款項應訂定及加強內部控制之作業流程

事項，函轉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知照。 

2 鑒於近期發生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法務人員涉嫌盜賣客戶委託保

管股票，金額高達新臺幣三十億元之弊案，請財政局先就本府大

宗財務收支之單位進行財務訪查，至本府聯合訪查因適逢市議會

審議本府九十三年度總預算案期間，預定為九十三年初擇期辦理。 

二、創編市政統計週報，供各界及各機關決策參考：自八十八年五月十

一日起，將大眾關心之市政議題加以統計分析，除每週出刊並上網

發布外，另自一二二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截至本年十二月

底止共發布 239 篇週報。 
三、建立各縣市評比資料庫，俾便施政績效橫向比較：經彙整臺灣省二

十一縣市及高雄市家庭生活等十大類相關指標評比資料，再併同本

市指標，建立臺灣地區二十三縣市評比資料庫，作為本市市政成果

評估之用。各縣市八十八年至九十年資料庫已建置完成；並分別彙

整編印國內都市指標評比與分析報告一書，除分送本府各一級機關

參用外，亦上網供各界參用，另摘要於市政統計週報發布；至於九

十一年指標資料之分析及圖稿已彙編完成，除上網供參外，相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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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析報告亦於十二月底前印製、分送完畢。 

四、建立國際都市評比指標，提供本府努力方向之參據：參考國內外統

計指標之編製作業現況，選定具代表性之指標，作為評比項目，並

設計問卷，透過外交部及海基會協助函送及催收世界知名城市填答

相關資料。1999 年及 2000 年國際都市評比指標資料，分別有 29 個

及 32 個城市回覆，回收資料在整理彙編後上網供各界參考使用。

另為改進本項作業成效，經檢討並重新調整指標項目及評比城市

別，2001 年指標資料計蒐集 27 個國際城市資料，已彙整完成評比

指標分析報告，並上網供各界參考使用。目前正進行 2002 年資料

之蒐集工作，已回收 16 個國際城市資料。 

五、開辦統計實務研習，提升統計作業水準：為期統計數據或圖表能真

實反映市政資訊，本處奉  市長指示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本府公

務人員訓練中心第二次辦理「統計數據與圖表表達講習班」，共調

訓一級機關主任秘書、統計主管及相關業務人員等二百餘人；另綜

合參考本次研習之教材內容，及本府「統計數據標準呈現範例及其

應行注意事項」，完成「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製作統計報表應行注意

事項及其統計數據呈現範例」函頒週知，並納入本處九十二年版主

計法規彙編。 
六、積極推動網路新都各項計畫，及早建構網路城市新世紀 

（一）建置鄰里社區網站：建置完成 449 個網站。 

（二）免費提供市民終身電子信箱：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民眾已有

232,109 人申請。 

（三）提供市民三小時免費上網訓練：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受訓人數

290,605 人次。 

（四）廣設公共資訊服務站：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本市公共資訊服務

站設置情形如下： 

1.三家協辦機構設置多功能公共資訊服務站(kiosk)計有 519 台。 

2.市立圖書館等開放電腦教室提供民眾上網計有 454 台個人電腦。 

3.各區公所提供民眾上網設備 19 台使用。 

4.共完成全市 992 台公共上網機具之建置作業。 

（五）建置市政資料庫：自九十年七月份起本府推出「免書證、免謄本」

服務以來，市民只須向單一機關申辦，至於所需之各類書證謄本

各機關均可透過「市政資料庫」查詢取得，民眾不需再勞心往返

張羅。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使用機關現已增加至 61 個，提供查

詢服務之申辦項目增加為 147 項；總查詢量為 225,842 次。 
重要成果 歲計業務： 

一、編製九十二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以符規定： 

為因應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一年度稅後盈餘分配股

東現金股利，本府分得 5.68 億元，依規定應透列本市地方總預算予

以追加；又中央各部會對本府各機關之補助款 9.25 億元，依規定須

以收支併列編列追加預算；另北投區公所由臺電公司回饋協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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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0.02 億元辦理發電設施週邊地區、綠化整地等工程，亦須以收支併

列編列追加預算；綜上，歲入計追加 14.95 億元，歲出計追加 9.27
億元，歲入歲出相抵後尚餘 5.68 億元，除依規定增列債務還本 0.88
億元外，其餘 4.80 億元則以減少總預算舉借債務處理。九十二年度

本市地方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業經本府本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一

二三二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後，送請市議會審議。 

九十二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經追加（減）後，歲入增為 1,342.91
億元，歲出增為 1,477.91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 135 億元，連同債務

還本 51.33 億元，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 186.33 億元，擬以發行公債

及賒借收入 186.33 億元予以彌平。 

二、籌編九十三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因應市政推動需要 

（一）總預算案之編製：九十三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業依「中央及地

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等規定及

各機關施政計畫，審慎籌編完成，並經本府本年八月二十八日第

一二三二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後，送請市議會審議。由於經濟景

氣持續低迷，九十二年度歲入預算持續短收，使得九十三年度本

市地方總預算案之籌編益加困難，經審慎核編結果，歲入預算

1,281.16 億元，負成長 3.52%；歲出預算 1,380.49 億元，負成長

6%；以上歲入歲出差短 99.33 億元，連同債務還本 54.74 億元，

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為 154.07 億元，擬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予

以彌平。 
（二）附屬單位預算案之編製：九十三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及綜計表，經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

規定及各機構事業計畫彙編完成，併同總預算案送請市議會審

議，編製情形如下： 
1.營業部分（四個基金）：營業總收入 145.36 億元，營業總支出

135.82 億元，稅後純益 9.54 億元，繳庫數計 0.16 億元。 

2.非營業部分 

(1)作業基金(十八個基金)：業務總收入 233.89 億元，業務總

支出 212.96 億元，賸餘 20.93 億元，繳庫數共 25.20 億元。 

(2)債務基金(一個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九個基金)：基金來源

1,059.05 億元，基金用途 1,072.02 億元，短絀 12.97 億元，

其中債務基金累積賸餘繳庫數為 10 億元。 

三、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相關計畫，以暢交通 

（一）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信義線特別預

算案：捷運信義線規劃報告書前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行

政院核定，嗣承院長於本年七月三日訪視本府時允諾將捷運信義

線財務計畫納入九十三年至九十五年三千億元公共建設特別預

算案辦理，本府爰據以編製本項特別預算案，九十三至一００年

度之歲入共列 149.92 億元（含中央補助 108.08 億元），歲出共列

430.95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 281.03 億元，其中本府負擔 1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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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億元，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支應，另自償性財源（建設期間由

本府代為舉借）130.42 億元。該特別預算案已於本年八月二十九

日送請市議會審議。 

（二）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松山線特別預

算案：捷運松山線規劃報告書前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行

政院核定，嗣承院長於本年七月三日訪視本府時允諾將捷運松山

線財務計畫納入九十三年至九十五年三千億元公共建設特別預

算案辦理，本府爰據以編製本項特別預算案，九十三至一 0 一年

度之歲入共列 229.63 億元（含中央補助 148.18 億元），歲出共列

654.19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 424.56 億元，其中本府負擔 238.87
億元，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支應，另自償性財源（建設期間由

本府代為舉借）185.69 億元。該特別預算案已於本年九月二日送

請市議會審議。 

（三）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二期工程特別預算第

六次追加（減）預算案：臺北捷運南港線 BL10至 BL11站間地下

行人徒步商場因九十年納莉颱風受損，經報奉行政院核准補助辦

理，爰依規定辦理歲入及歲出同額追加 0.23 億元，本次追加（減）

後歲入、歲出預算總額各為 1,554.21 億元，已於本年八月二十九

日送請市議會審議。 

（四）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及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

線工程特別預算工務行政暨準備金各項費用明細表：臺北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及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線工程特別

預算，前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並作有工務行政暨準備金二項預算

應逐年送市議會審議之決議。九十三年度預算經核編結果，臺北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工務行政計列 10.15 億元；新莊線

及蘆洲支線後續路網工程工務行政計列 6.20 億元，準備金計列

2.05 億元，已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送請市議會審議。 

（五）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南港線東延段

特別預算建設經費（機電系統工程除外）各項費用明細表：臺北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南港線東延段特別預

算，前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並作有自九十二年度以後之建設經費

除機電系統工程相關經費外，其餘各計畫預算應逐年送市議會審

議之決議。九十三年度預算，經核編結果，計列 4.04 億元，已於

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送請市議會審議。 

四、辦理本府各機關九十三年度新購及汰換車輛專案審查作業，據以編

列預算：九十三年度各機關新購及汰換車輛提報 9 億 8,383 萬 9,100
元，為抑制各機關公務車輛膨脹，撙節購車及相關經費支出，經依

九十年六月十五日府頒「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作業要點」

擬具「各機關九十三年度概算新購及汰換車輛審查原則」，審查結果

擬列 2 億 5,972 萬 8,000 元，並於本年七月十七日提報本府九十三年

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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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五、編具九十一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送請市議

會審議：九十一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核列 7 億 4,000 萬

元，於年度進行中因應各機關施政需要，動支 7 億 1,101 萬 1,530 元，

未動支數 2,898 萬 8,470 元，以預算餘數處理。本處業依預算法第九

十六條準用第七十條規定，編具「九十一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第

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經本府本年二月十一日第一二０三次市政會

議討論通過，並於本年二月十七日送請市議會審議。 

六、編具九十一年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特別預算準備金

動支及註銷數額表，送請市議會審議：市議會審議通過之臺北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特別預算第一、二、三期準備金編列數額

共 302 億 9,751 萬 5,950 元，截至九十年底，依市議會決議送請市議

會審議之動支數計 155 億 3,924 萬 4,741 元。九十一年度本府核准準

備金動支數額淨計 3,630 萬 7,036 元，業已編具分期動支及註銷數額

表，經本府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二０九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

後，並於本年四月一日送請市議會審議。 

七、彙整「臺北市議會審議九十二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審議意見辦理

情形彙復表」函送市議會：依審議意見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將各

機關九十二年度審議意見最近一期辦理情形彙整函送市議會，以配

合九十三年度總預算案送市議會之時程。 

八、修訂「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利九十二年度預算之執

行：為落實市議會審議九十二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所作之綜合決

議事項，與因應行政院訂頒之中央各機關對民間團體捐助計畫處理

原則及配合本府甫修正之「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員工出差加班

注意事項」、「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核發員工交通費注意事項」

等規定，檢討修正「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嚴密預算

執行，並於本年一月三十日分行各機關遵照辦理，另將執行預算所

需各項書表格式及相關法規，彙編印製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

執行手冊一書，於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函送市議會與審計部臺北市審

計處及本府所屬機關。 
九、修訂「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利九十二年度預算之

執行：配合預算法第八十八條修正與為落實本市議會審議九十二年

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所作決議事項，及因應行政院訂頒之中央各機

關對民間團體捐助計畫處理原則、本府甫修正之「臺北市政府及所

屬各機關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核

發員工交通費注意事項」等規定，檢討修正「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以嚴密預算執行，並於本年二月十八日分行各機關

遵照辦理，另將執行預算所需各項書表格式及相關法規，彙編印製

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手冊一書，於本年三月三日函送市議

會與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及本府各附屬單位預算主管機關。 

十、依府頒歲出預算保留案應行注意事項，審查各機關預算保留案，以

利各機關辦理決算：依府頒「九十一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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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預算機關申請歲出預算保留案應行注意事項」，積極辦理各機關九十

一年度歲出預算保留案核定相關作業，並彙編製成「臺北市地方總

預算九十一年度暨以前年度應付歲出款及應付歲出保留款保留數額

統計表」一冊，並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府主一字第０九二００七

０八一００號函送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及本府各相關機關。 
十一、頒行「臺北市政府九十二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以撙節支出：

為應本年度本府歲入短收，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因受國內經濟不

景氣及 SARS 疫情等因素影響，自九十二年度六月底起將依據實

際稅收情形核酌調整每期撥付金額，未來本府可分配之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將較預計數額減少，爰訂定「臺北市政府九十二年度預

算執行節約措施」頒行各機關，以節省經常支出，縮減本府財政

缺口。嗣彙整各機關填報結果，目前核定各機關凍結控管數為 33
億 6,634 萬 3,577 元，包括單位預算 33 億 1,927 萬 5,869 元；附屬

單位預算 2,699 萬 1,128 元；特別預算 2,007 萬 6,580 元。 
十二、完成九十一年度本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於法

定期限內函送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核：本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

單位決算及綜計表業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提報本府第一二一四次

市政會議討論通過後，於本年四月三十日依法函送審計部臺北市

審計處審核，案經審計處於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審核完竣，本府業

於八月十八日公告最終審定數額表。 

十三、定期檢討年度預算執行能力，以提升施政效能：本處除按月於市

政會議提報各機關預算執行情況，促請預算執行落後之機關及早

因應積極辦理外，並於本年六月五日函頒修正「臺北市政府及所

屬各機關預算執行考核獎懲作業要點」，以利考核九十一年度各機

關預算執行結果，增進施政績效。有關九十一年度各機關預算執

行考核獎懲作業，業於本年十月二日至六日召開初審會議，十一

月十四日由  歐副市長召集專案會議審查，審查結果如下：(一)

歲入部分：市立體育場、建設局、衛生局、松山地政事務所、建

成地政事務所、士林地政事務所等六個機關嘉獎一次及翡翠水庫

管理局、中山地政事務所、監理處及北投垃圾焚化廠等四個機關

記功一次。(二)歲出部分：１.九十一年度預算執行部分：新工處

記功一次、衛工處嘉獎一次。２.以前年度預算執行部分：經檢討

結果不涉獎懲。 

會計業務： 

一、嚴格審核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並按月提報預算執行情形於市政會

議，以增進財務效能，另按季將重要事項考核報告送市議會備查：

為瞭解各機關預算執行實況及財務收支變動情形，以提供決策參

考，並增進財務效能，本處均按月審核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並依

據各機關執行狀況月報表，據以彙編本府各機關預算執行情形按月

提報市政會議，另本府復依預算法第九十六條準用第六十一條規

定，按季編送本市地方總預算執行情形書面報告於臺北市議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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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二、編製總會計報告及彙編各機關歲出用途別支出報告，函請有關機關

參考：依據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辦理總會計統制紀錄並彙編總會

計報告等函報行政院主計處及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另依各機關之

歲出用途別資料彙整產生歲出用途別支出報告以電子郵件傳送行政

院主計處。 
三、賡續辦理附屬單位會計制度審查工作，發揮會計輔助管理功能：本

府所屬附屬單位預算計有 32 個，其中 10 個醫療基金為一共同會計

制度，故需設置 23 個會計制度，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已審查核定

14 個會計制度，另臺北市公有收費停車場基金已完成初審，正分函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及會計制度編造機關表示意見中，其餘 8 個會

計制度正由各機關設計中。 
四、擴充決算系統，推動臺北市地方公務會計管理系統開發案，以提升

主計行政效率及作業品質：為辦理本府決算作業所需，每年度均循

往例於年底前配合法令、政策之變革等，進行「臺北市地方公務決

算系統」程式維護及功能擴充，以提升本市地方總決算整編效率及

正確性。另為促使本府各機關會計作業電腦化，以提升行政效率，

乃於九十一、九十二年度以連續性計畫方式開發「本市地方公務會

計管理系統」，以提供約 170 個機關使用，期使預算、會計及決算三

循環相互連結達成資訊整合之功效，除已完成第一階段單位會計業

務之預算控管及其相關作業系統建置之作業外，刻正積極進行第二

階段單位會計業務之各類記帳憑證、會計報告(含月報及半年結算報

告)及其相關作業系統建置部分，目前刻正與廠商進行測試、修正

中，並進行第三階段之訪談。 

五、編製九十二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送請審計部臺北

市審計處查核：本處依決算法第三十一條準用第二十六條之一之規

定編造九十二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暨附屬單位預算半

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完竣，於本年八月二十八日送請審計部臺北市

審計處查核，案經審計處查核後，已彙整各機關之辦理情形於十一

月二十六日函送審計處。 

統計業務： 

一、辦理公務統計，充實決策資訊：積極協助各機關依據業務推動狀況，

適時增刪修訂統計報表；另為提升統計指標之應用效能，經綜合檢

討結果，完成「臺北市重要統計參考指標」之改版工作，改版後有

10 大類共 121 項重要指標，較原有指標增加 1 大類 27 項。 
二、編印各類統計年刊，分送各界參考使用：九十二年版「臺北市統計

要覽」一書全面完成中、英雙語化，並增製光碟，於五月初分送各

界參考使用；而九十二年版中、英文「臺北市統計摘要」，亦於七

月印製完成，隨即分送各界參用。 
三、審核本府各機關統計調查實施計畫，以達簡政便民之目的：九十二

年至十二月底止經本處依統計法施行細則規定核定之調查實施計畫

計有「臺北市物價(含臺北市消費者物價、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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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查」一項連續性調查，有效期間至九十七年六月底止，以及「臺北

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調查」、「臺北市原住民家庭暴力現況及影響因素

之探討研究調查」、「臺北市民眾使用網際網路情形調查」及「臺北

市社區發展協會現況調查研究」等四項一次性調查，期使該調查表

之設計更符實際需要，調查問項更為周延、完備，俾利完成事後之

統計分析。 

四、辦理本市民間經濟活動調查，提供各界使用：按期辦理本市家庭收

支及物價等民間經濟活動，並編印調查報告，供相關機關制定社會

福利政策或為觀測物價水準、調節物資供應及衡量購買力之用。 

五、協助本府建設局辦理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調查：針對園區內廠商

進行全面性營運概況調查，供作本府釐定園區輔導管理政策及規劃

區域產業發展策略之參據。 

六、繼續協助中央政府辦理各項調查，建立良好互動模式：按期協助中

央各部會辦理人力資源調查及其附帶調查、受雇員工薪資調查、受

雇員工動向調查、人力運用調查、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社會發展

趨勢調查、職類別薪資調查、汽車貨運調查、攤販調查及營造業經

濟概況調查等十種調查。 
資訊業務： 

加強推動政府作業全面電子化、網路化，以提升本府服務效能 

(一)推動市政資訊便民服務：持續提升本府網站各項服務與資料完整性、

更新效率，加強網站資料之整合性及互動性，以創造二十四小時全年

無休之運作環境，且陸續進行主要服務項目與內容更新及 SARS、新

版市民論壇、萬象台北單元等各項服務以及主題網。臺北市政府網站

並於九十二年八月榮獲 2003 年行政機關網站評獎活動「推薦網站

獎」，本府已連續二次參與評選均獲得相同獎項之肯定。 

(二)公文電子交換系統：九十二年十二月份，單月電子收發文量約 40 萬

餘件。 

(三)推動行政管理資訊網：完成人員名錄管理、表單簽核、行事曆、電子

公布欄、交辦事項及列管案件管理、會議管理等六個系統之開發工

作。電子公布欄（第三類公文）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共計 1,522 件。

又為強化市政會議管理功能，市政會議電子化作業於九十一年十月

一日第一一八三次市政會議起正式透過行政管理資訊網作業，截至

本年十二月底止共計完成市政會議 69 件、市政會議裁指示事項列管

62 個機關 970 件案件。 

(四)推動行政管理知識網：完成新聞剪報、施政報告、會議記錄、模擬題

庫、質詢答覆、文件管理等六項子系統，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新聞

剪報 24,752 篇、施政報告 449 篇、會議紀錄 1,117 篇、模擬題庫 667
題、質詢答覆 4,115 題、文件管理 304 篇。 

(五)完成台北入口網站：台北入口網站已於九十一年五月啟用，截至本年

十二月底網路市民申請人數為 193,778 人，透過該網站市民不僅可獲

得全方位資訊主題式查詢服務，亦可應用智慧型的搜尋服務快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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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詢所需資訊；同時提供結合網站、電子郵件、個人數位助理(PDA)、

WAP 手機、公共資訊站多元化功能之創新為民服務措施。(目前可透

過 PDA 下載便民手冊、最新消息、透過 WAP 手機查詢常用電話號碼、

活動看板、即時路況、今日氣象) 

(六)完成「行動生活、歡樂無線」活動：為推廣無線寬頻上網，於本年三

月二十二日與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無線通訊聯盟、Intel 公

司、中華電信公司共同舉辦「行動生活、歡樂無線」活動，啟動「臺

北行動地圖」，宣布臺北市正式進入無線上網行動新紀元。截至目前

為止，本市共有 44 個可供公眾無線上網熱點(Hot Spots)，另本府市政

大樓一樓中庭、聯合服務中心、喜憨兒餐廳、記者室及各樓層重要

會議場所、市府週圍廣場已架設 46 個無線網路接取器(Access Point)，

可提供市府員工及民眾無線上網服務。 

(七)推動公文處理現代化：為滿足本府各機關大量公文處理業務需求，並

統一各機關所使用之公文管理系統，以節省各機關開發維護經費，

本中心於九十年八月委外開發公文管理系統(網頁版)，並於九十一年

二月完成後陸續推動至本府各機關，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底止，已

有 106 個機關及 237 所學校上線使用，目前仍持續辦理各機關之教

育訓練與上線輔導工作。 

(八)提供臺北語音行動頻道服務：「台北生活 EZ CALL」臺北語音行動頻

道已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啟用，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總計提供市民

查詢服務 44,555 人次，查詢類別有頻道表、市民服務、新聞新知、

藝文情報、交通旅遊、生活娛樂等六類，計有三十一項服務，讓市

民隨時享受行動語音生活資訊的便利。目前正舉辦童言童語說故事

比賽，鼓勵小朋友自由創意發揮說故事的天份，讓頻道服務更為多

樣化，並積極規劃多項新增頻道服務內容，以逐步推升使用率。 

未來施政重點 
一、精進預算編製作業，以協助推動市政建設。 
二、賡續審查附屬單位會計制度，發揮會計輔助管理功能。 
三、推動「臺北市地方公務會計管理系統」，完成後續第二、三階段之系統建置，

以提升行政效率。 
四、賡續辦理本府督導各機關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之幕僚作業，以強化內控機制，健

全財務秩序。 
五、辦理九十二年度本市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之前置作業。 
六、繼續建立國內及國際都市評比統計指標，以提供本市努力方向，並提升國際競

爭力。 

七、加強職務上應用之統計分析工作，以發揮統計功能。 
八、提供本府各機關高速網路平台，並建立本府市政網路安全防護機制。 

九、繼續推動網路新都各項計畫，以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十、建立本府一貫性、整體性之公文自動化作業環境，以提升行政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