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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智慧節電黑客松榮獲智慧管理創新獎
所謂的黑客松(Hackathon)是由「程式設計（hack）」「黑客」和「馬拉松（marathon）」兩部分
音譯組成，其原意是指在有限的時間內，培養團隊成員溝通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104 年 11 月 22 日舉辦的競賽改變以往節電比賽的模式，是首次將節電議題與智慧科技結合的
大型競賽，活動邀請各界省電高手一起發想創意，透過比賽了解市民觀察用電及解決耗電的行為，
更透過競賽主題之設定─智慧家庭，將創意導向與智慧管理結合之解決方案，讓節電不只從改變日
常行為做起，同時也能利用資訊科技的便利性來創造更聰明智慧的節電環境。
本局推廣智慧節電之成果，亦於 105 年 1 月 12 日獲得經濟部表揚為 104 年度「縣市創意節電競
賽活動計畫」之「智慧管理創意獎」。

LoRa 物聯網基礎平臺-掀起臺灣新風潮
為蓬勃物聯網產業發展、
共創臺北智慧城市願景，本局
與民間合作，共同建置臺北市
物聯網基礎建設，推動發展臺
北市物聯網應用及促進臺北市
物聯網產業發展。
本局與正文科技合作，建
置臺北市 LoRa 物聯網平台，
同時與 IBM、微軟與華碩等雲
端公司，以及相關的感應器廠
商，聯手合作，合力打造一個
物聯網環境，讓服務商可在此
平台上開發各種應用服務，除
了建造臺北智慧城市，更將台
灣物聯網產業的實力展現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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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舞台。

嶄新 i-Voting 網站改版上線-上網投票超簡單
網路投票 i-Voting 是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最直接的方式，每一位關心投票議題之民眾都得以極低
的成本直接上網表達自己的意見。為讓人人都能使用這項公民參與工具順利完成意見表達，因此簡
單易用則是這一次 i-Voting 網站(https://ivoting.taipei/)改版的最大重點之一。

一眼望穿所有議題
i-Voting 整合所有臺北市政府正在舉辦之大大小小
議題，無論是正在舉辦的議題、預備開始的議題，或
是已完成的歷史議題都可以在 i-Voting 網站上找到。一
進入 i-Voting 網站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塊一塊排排站好正
在辦理中的投票，而且為了好找好看，這次改版無論
是文字或是按鈕的設計都有特別加大，因此想投票的
人，一定找得到資訊，尤其「我要投票」的按鈕也特
別的顯眼突出，進到網站的人一定都可以輕易上手。

點滑之間完成投票
不會用滑鼠怎麼辦? 有些人家中可能會有一些阿公阿媽不會用滑鼠(但可能很會滑手機)，因此新
版 i-Voting 特別考慮觸控環境下的使用體驗，利用手機或觸控螢幕直接用點的用滑的也可以完成投
票，倘若是粗手指也不用擔心，該點的地方有特別加大，無需特別訓練一定都能順利完成，人人都
可獲得應有之數位機會。

更具彈性之身分驗證方式
新版 i-Voting 可支援的議題性質非常的多元，涵蓋範圍從較輕鬆的廣宣性質議題到較嚴謹的決
策性議題都能支援，並可搭配不同的身分驗證方式以符合議題所需，例如以電子郵件或社群帳號驗
證搭配較輕鬆之議題，手機號碼或是自然人憑證則可降低重複投票之機會，對於需要限制特殊身分
資格之議題則可搭配戶役政資料庫來進行。藉由多元化的議題支援功能，讓集中化辦理投票及管理
投票變得可行。
i-Voting 是實施公民參與最直接且簡便之工具之一，由於簡單易用，有助社會大眾習慣以 iVoting 直接參與公共議題，並可藉由多次辦理投票議題所累積之經驗，讓網路投票之程序更加完
善，或許在不遠的未來，i-Voting 將成為集結眾人智慧，決定國家重大議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厚植資訊基礎建
置

厚植資訊基礎建置

資訊機房

一、資訊機房

市政骨幹網路

電力使用妥善率
本府積極推動資訊資源整合，於市政大樓 10 樓南區及東南區機房及 1999 話務中心機房重新整
建完成（以下簡稱機房），統一設置資訊櫃提供本府各機關伺服器設備進駐。目前共有 37 個機關約
1,900 台資訊設備，並依「臺北市政府資訊局機房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納入管理，建置門禁監視及環
控系統監控管理整體機房門禁、溫濕度及用電安全。

105 年 1 月用電妥善率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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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政骨幹網路
透過網路監控機制及提升網路頻寬 持續強化市政網路連線品
質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為負責管理本府市政骨幹網
路，包括本府市政大樓、各區公所及其駐外機關等，
而隨著陸續推動市政服務及各機關業務的成長，網路
頻寬及架構等需隨之配合調整，資訊局預計本年度將
提升骨幹網路頻寬，以達到更好品質及優質服務，順
利推動各機關資訊業務，進而提升民眾對市府市政服
務的滿意度。
除此之外，為確保市政網路妥善率，除藉由專業
技術進行管理監控、定期辦理市政骨幹網路備援演練及汰換老舊網路設備外，本年度更將提升網路
設備與線路之連線品質監控，強化市政資訊網路骨幹環境，以提供完善的網路支援服務。

建構智慧整合平
台
「IaaS」雲端服務
平台共用資源
推動網站納入本
府網站整合平台

建構智慧整合平台
一、「IaaS」雲端服務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對雲端服務的定義為 IaaS（架構即服務）、PaaS（平
台即服務）、SaaS（軟體即服務）。其基本架構如下圖所示：

推動機關服務使
用本府圖資平台

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為有效運用有限資源，故本府著手推動以 IaaS 為基礎建構的資
訊系統環境，以滿足相關業務單位推動雲端服務的需要。
為提升本府全體伺服器資源使用率並降低維運成本，本局自著手推動下列各項策略性作為，以
維持整體公務服務系統正常運作：
1、擴建實體主機與儲存設備共用資源之虛擬化平台
2、虛擬化平台資源提供流程自動化
3、機房機櫃空間、網路、電力、空調規劃最適化
在主機虛擬化部份，經過統計調查，本府現行主機約有 7 成可轉移至虛擬化環境作業，為維持
現行系統正常運作需要，預計於 107 年前完成本府虛擬化作業。截至 104 年底止已完成 20%建置進
度，預計 105 年底達到 50%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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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網站納入本府網站整合平台
臺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自 85 年 3 月 1 日成立以來，持續精進網站應用服務與宣導，目前網站已
彙整本府各機關之新聞稿、活動消息、常見問答、重大市政議題及網站便民服務資訊網站，提供民
眾查詢即時市政訊息及公開資訊。

105 年 1 月網站流覽數

累績至 105 年 1 月 31 日止網站流覽數

236 萬 9,374

8 億 226 萬 1,245

圖 1 臺北市政府中文網站

圖 2 臺北市政府英文網站

三、推動機關服務使用本府圖資平台
本府資訊局地理資訊服務平台提供的服務資源現況：

服務項目
嵌入式圖台
Web Service/API
網路地圖服務
嵌入式圖台圖磚
ArcGIS 引擎圖磚
Google Maps API外部授權
Google Maps API 內部授權
智慧城市 3D 臺北

105 年 1 月的使用狀況 (單位:次)
112,310
980,347
475,620
7,604,985
1,573,897
230,285
1,711
9,951

歡迎想建置地理資訊系統的局處來跟我們申請資源

GIS 科技新知
地圖能夠將資料的空間關係呈現出來(前提是你的資料內容存在空間屬性)，使資料與空間的關
係鮮明，內容一目瞭然，讓使用者能做出更好的決策(或是讓簡報看起來很專業)，所以製作漂亮可
互動的電子地圖一直是各大 GIS 軟體商及 GIS 服務顧問公司的目標之一。但是不可互動的靜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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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就到此為止了? 讓我們來看看一張現在的平面靜態地圖旋轉後會有什麼變化：

看到沒有，靜態地圖的內容不再是靜態的，而是能夠依不同角度調整呈現的內容(而且是 3D 的)，有
沒有很炫? 這個拿去捷運站或台北車站做靜態地圖導覽應該很吸睛。

深化資安防護管
理

深化資訊安全防護管理

核心資訊系統導
入

核心資訊系統導入-透過導入 ISMS 持續強化本局資訊安全
防護機制並落實資安管理
爾來，國際間資訊安全事件時有耳聞，政府機關亦成為攻擊目標。
依照行政院「機關資安責任等級分級作業」之規定，本局負責管理本府市政網路並提公共用性系
統、虛擬主機空間等資訊服務，列為資訊安全等級 A 級機關，依前述規定須至少達成以下事項：
(一) 去(104)年底完成資訊系統分級作業：資訊系統如提供對外服務，常成為攻擊之標的，藉由將系
統依據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及法律依循性之風險程度訂定系統資安等級，並針對不同資安
等級要求防護標準及規範，以強化資訊系統之安全性。
(二) 105 年底前全部核心資訊系統完成 ISMS 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簡稱 ISMS) 是一套有系統地分析和管理資訊安全風險的方法，透過此方法論
來定義資訊資產的風險並訂定一套管理制度來保護資訊資產及強化資訊安全制度。
(三) 106 年底前全部核心資訊系統通過第三方驗證：承上，當確認 ISMS 導入範圍後，藉由第三方機
構進行驗證，以確保達到導入 ISMS 之要求。
本年度本局預計擴大 ISMS 導入範圍，由原先已通過驗證之南區及東南區機房，納入本局核心
資訊系統。預計於本年 3 月召開啟始會議，邀請各業務單位組成專職資訊安全工作小組，並每月至
少召開一次文件檢視會議，針對相關項目進行檢視並逐步推動，以強化本局資訊安全防護管理。

公務電子化
公文自動化

公務電子化
一、公文自動化

流程自動化

資訊局規劃建置「公文自動化整合平臺」，並透過下面 3 項特色：

文件數位化

1.檔案數位化

協同作業

2.流程自動化
3.簽核行動化
輔助同仁掌握公文處理時效及流程，加速公文處理效率，以提昇本府各機關行政效率及為民服
務品質，並打造無紙化環境。

二、流程自動化
為增進行政效率及作業時效，展現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中「民眾服務」及「運作效率」兩
大公共價值，資訊局規劃建置「電子化流程整合平臺」及「資料自動填報匯整系統」，從「作業表
單化」、「表單電子化」及「流程優化」等三方面著手執行。首先，透過檢討可電子化之公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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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搭配組織架構重整後所設定之各機關表單流程，再加上流程的簡化及平行化，完成作業表單
化、表單電子化的整合平台，邁向行政作業無紙化的目標。同時透過系統自動化收集、匯整前述各
機關填報之電子化表單，建立一自動化的作業環境，節省以往人工作業的人力及時間，提升本府運
作效能。

三、文件數位化
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大規模開採資源，砍伐森林造成自然資源的耗竭，破壞地球環境，使地
球氣候變得極端變化，為避免地球環境極速惡化，身為地球生命體一部份，減緩地球環境繼續惡
化，所有人應當盡一份心力。本局為推動公務文件數位化，以加速資料分享及訊息傳達，同時減少
紙張浪費避免造成地球環境破壞，已建置「文件管理平台」，並提供數位文件傳閱功能，供同仁將
可傳閱之電子公文或數位文件上傳至電腦系統供同仁上網瀏覽。
文件數位化至 105 年 1 月 31 日營運情形
機關使用數
累積傳閱文件
137
23,4007 筆
文件數位化 105 年 1 月單月營運情形
機關使用數
傳閱文件
137
4,367 筆

四、協同作業
打造本府雲端文件共享及協同作業環境， 藉由文件的分享及公務的協同作業，加速公務執行的
效率。此外，也將透過教育訓練，訓練文件共享及協同作業的種子人員，讓系統能伴隨新型態的作
業文化深入公務同仁的習慣及工作流程。目前正辦理各項公私有雲應用方案之評估作業。

適應型決策
大數據資料分析
平臺應用

適應型決策
大數據資料分析平臺應用
為輔助各機關透過大數據應用進行城市管理問題分析、決策輔助及監控，北市府積極規劃推動
大數據平台系統建置，針對各機關已存在之城市管理議題進行需求確認及問題分析，並已蒐集多項
不同業務性質議題，如高風險家庭通報案件分析、汽車肇事關聯性分析、土地適宜性分析及市府人
力資源應用分析等議題，希望可透過大數據的應用輔助市府同仁於業務上的決策及管理，打造臺北
市為城市智慧治理的典範。

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資訊系
統建置及推廣

開放政府
推動資料開放平台
臺北市為全臺第一個推動開放資料的城市，並建置臺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
台(http://data.taipei) ，民眾可透過平台免申請且免費取得臺北市開放資料。臺北
市開全國及地方政府之先例，開放了預算、警政、食安資料，並有各種交通即
時資料於平臺上提供民眾下載應用，作為開放資料開放政府的實踐者，臺北市
政府會不斷的精進開放資料政策，並提供臺北市民更優質的開放資料服務。自
100 年 9 月 1 日系統上線至 105 年 1 月 31 日止，平台營運情形如下表：
資料集數量

799(個)

累積下載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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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12,398(次)

單一政府

單一政府

推動單一陳情

一、推動單一陳情

推動單一
申辦

單一陳情系統之推動，係為提供市民多元之陳情管道，並將市民的陳情案件整合後自動分派至
相關業務單位，提升政府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之效率，以快速回應市民問題，並達成陳情無紙化。此
外，市民能隨時查看自己陳情的案件之處理過程及結果，以落實政府透明化並監督政府。

推動各機關台北

為加速市政問題之處理，本計畫刻正開發陳情 APP，並預計於 7 月起開放使用，未來民眾向市
府陳情將更方便快速。

卡服務

此外，未來會將資訊整合後應用於大數據平台，以提供決策支援等效益，使政府能針對多數民
眾反應及關心的事情，迅速提出改善方案，打造更友善的台北。

二、推動單一申辦
推動單一申辦，積極進行申辦案件資訊流、金流整併及流程改造，未來台北市所有申辦業務將
集中在單一網站，市民可以快速找到所需的申辦服務，不會在迷失在各個政府機關功能導向及公務
導向的網站叢林中。本項推動作業目前已整合並提供超過 1,300 項單一申辦服務。

三、推動各機關台北卡服務
台北卡 2.0 自 103 年 10 月 13 日上線服務至今(104 年 12 月底)，已累積有 26 萬餘會員數，現場
製發卡數量亦達 14 萬餘張，讓市民出門時無須再帶多張卡證，並提供有現場即時製發台北卡之服
務，由原本需 2.5 週之製卡時間縮減為可當日現場領卡，市民無須為了領卡再耗時於往返路程，大
大增加了申辦台北卡之便利性。市民持台北卡目前不僅享有搭乘公車優惠(敬老、愛心)，亦可使用
健康篩檢、台北點集兌點、小額支付與文化場館優惠等諸多市政服務與優惠。

臺北市政府為持續整合市府各機關發行之
其他各式卡證，提供市民更多樣化之台北卡服
務與優惠，目前正積極研擬規劃台北卡 3.0 計
畫，藉由透過雲端科技技術，將個人化之服務
資訊儲存於雲端，並將朝實體卡證虛擬化各機
關不再發行實體卡方向邁進。市民未來僅需透
過持自己之電子卡證或是手機載具，即可即時
存取臺北市政府提供之各項市政服務，更快速
便捷的存取市政服務將不再是夢想!!

項目

數量(103.10~104.12)

台北卡會員數

265,876

製發卡數

148,211

申辦總件數

286,696

行動政府

行動政府

行動政府資訊系
統建置及推廣

一、推動愛台北整合市政便民服務
「愛台北市政雲」服務，以生活在臺北及旅遊在臺北之民眾為主要服務
對象，為滿足民眾不同層面之資訊需求，藉由跨機關合作，逐年擴充與整
合，提供民眾網站、數位電視及行動裝置(iOS、Android)三種服務通路，內容
含括醫、食、住、行、育、樂等，至 105 年 1
月止，已提供 13 大類共 77 項市政服務，累積
使用人次超過 7,800 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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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政府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廣
為解決現行公務系統多半只能於辦公場所使用之問題，本局規劃建置 行動公務系統，提供同仁
整合的平台及 App，讓府內的各系統可全面支援行動化應用，使得公務系統的使用情境延伸到辦公
室以外，各級長官及所有市府同仁於府外辦公時亦能掌握即時的公務資訊，並立即反應，以提昇本
府為民服務效能。目前正辦理各行動化解決方案之評估作業。

智慧支付

推動智慧支付

公共費用導入智
慧支付服務

多元便利的繳費管道

導入後民眾使用
比率

本市近年來已經提供市民超商、銀行、ATM 與郵局等多元的公共費用繳費管道，除此之外，行
動支付、電子支付的興起，目前已在各先進國家或城市成為促進商圈發展、精準行銷的利器，而國
內也正在起步，然而智慧支付應用於公共費用的支付，卻仍屬罕見，而臺北市公共費用以行動支付
繳納不僅為國內首創，在世界各大城市亦是重
要的典範應用，接下來並將逐步擴展到臺北市
各種公共費用的繳納，具體實現行動政府的理
想！
不僅公共費用可以使用手機進行繳納，為
了讓行動支付同時與社會關懷相融合，本局同
時請業者將行動支付應用在公益捐款的服務
上，讓市民可以在第一時間，立即表示對社會
的關心，讓愛心零距離。
臺北市政府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舉辦「智
慧支付、便民服務、社會關懷」記者會，由副
市長鄧家基親自主持，並邀請 Pi 行動錢包董
事長詹宏志、臺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等人，共
同宣告，從此刻起臺北市已經正式邁進行動支付的新時代！

資訊資源統合管
理
用戶端資訊資源
管理
共用機房整併
共同性資訊需求
集中採購比率

資訊資源統合管理
一、用戶端資訊資源管理-如何有效管理組織內部資產
為處理本局個人電腦資產清查緩慢且耗費額外人力的問題，於 104 年建置組態管理系統，提供
資產及跨單位查詢等功能，並規劃於 105 年導入個人電腦管理系統，以提供更完善的管理，項目內
容如下。
(一)軟體控管：自行定義禁用軟體的名稱。
(二)安全管理：可限定登入時段、禁用 USB、光碟機等。
(三)資產管理：自動收集及產製個人電腦軟硬體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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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用機房整併-共用機房整併數
為配合本府合置辦公市政大樓整間空間規劃需要，進行機房整併作業，除了騰出更多使用空間
外，亦利用伺服器主機虛擬化達到資訊系統統合管理，以及節省電力和空調使用量。本局預計 106
年將東南區機房整併入南區機房。

三、共同性資訊需求集中採購比率
考量本府機關學校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共通需求，依據本府「共通設備需求、集中擴大規模、
以量制價撙節公帑、簡化行政作業流程」採購政策，將採集中採購方式，以達競價而謀最大公共利
益目的，並簡化採購業務程序，以節省人力物力。今年度預計辦理市府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共同供
應契約採購，估計品項有個人電腦、螢幕及 ios 平板。

四、推動「市政便民服務簡訊平台
國內通訊軟體發展及使用情形雖然已經普及化，但依照不同的需求及特性，市府各局處單位仍
然有使用以一般簡訊發送的需求。以國內三大電信業者的一般國內簡訊費率而言，每通簡訊的費用
介於 0.8697 元至 2.6127 元之間，市府整合各局處超過 100 個單位的需求統一向業者採購，除了有更
便利的發送方式及客製化的系統管理介面外，更因大量共同採購的方式，使得每通簡訊費用平均可
以省下約三分之二的費用，為民眾省下巨大的公帑，以 105 年 1 月使用量計算，約可省下 1,073 萬。

從上而下整體規
劃
臺北市智慧城市
白皮書

推動智慧城市辦公室業務-智慧城市願景的執行
臺北市政府為落實「發
展智慧城市」之施政理念， 結
合民間產業、發揮市民創意、
促進智慧化公共服務、產生新
經濟、帶動資通訊產業發展及
提升國際能見度，規劃成立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
室」試辦計畫，此計畫將試辦
一創新科技及市民之媒合平
臺，結合民間產業，共同打造
智慧應用，凝聚產業與政府資
源以解決市民需求。
辦公室在推動上係以英國
BSI PAS 181 為執行框架進行公
部門及私部門的協力，以法國
巴黎市為師，試作市民參與，
實際運行面則師法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在辦公室的操作面上，本局亦投入文官人力扮演內外協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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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聯絡

角色，一方面讓運作順暢，同時也引導組織文化演進並建立經驗傳承的管道。整個計畫辦公室的理
念在訴諸文字之前，將在各項智慧城市研討會不斷回饋修正，以充分掌握民間需求與建議，期許臺
北市能成為政府、市民、產業三者共榮的生態體系。

http://doit.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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