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資訊處大事紀要(97 年度)
1月
1~15 日

流程處理帄台新增 96 年全程式網路申辦案件共 43 項。

8日

召開「資訊資源整合臨時會議」吳副市長主持會議。
完成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網路線路測試及設定。

12 日
28 日

29 日

31 日

完成春節主題網製作，內容結合觀光傳播局出版「金鼠護照」，
彙整農曆春節市府重要活動和市民過年所需資訊，春節期間市府
網站將於 97.2.5~11 日切換成春節版網站。
「臺北市公眾無線區域網路委外案」權利義務移轉三方更易協議
簽訂，安源通訊自是日起概括承受一切權利義務，繼續履行原委
外契約。
96 年度配合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資安演練:
(1)攻防演練 0 件。
(2)通報演練本府參演機關 151 個，事件通報完成率 92.1%，審核
率 100%。
(3)網路釣魚測試本府開啟率、點選連結率分別為 17.53%、9.28%。

2月
1日

5日
15 日
21 日
26 日
29 日

市政網站春節網路行銷活動「臺北慶新年、網站徵春聯」公布第
一階段入圍作品 14 件，並評選出 3 名優勝作品於春節期間在市
府網站輪播。
辦理處長出席 Clinton 基金會於 97.2.20~97.2.21 在美國舊金山
舉辦之 2008 國際都市發展會議。
完成民政局元宵燈節指揮中心建置臨時網路使用場地有線(無
線)網路環境佈置及測試。
維護市政創意提案資訊網，製作 96 年度創意提案 14 個提案獲獎
頒獎照片展示製作網頁。
ICF 組織率領南非 Vodacom 行動通訊公司參訪中崙高中及本府無
線寬頻成果建設。
臺北市政府資訊資源整合綱要計畫(草案)彙整完稿。

3月
15 日

1999 市民熱線派工系統完成與公務訊息帄台介接，並提供發送
E-Mail 與手機簡訊等稽催機制。

17 日

邀集本府各機關召開「本府網站分類檢索暨資源整合計畫」說明會，計有153
個機關300 人參與，針對網站資源整合短中程（97-99 年度）計畫、網站分
類檢索計畫、本府「政府服務品質實施計畫－資訊流通構面」考評作業以及
各機關網站內容檢核計畫進行說明。

17 日

召開臺北市建置光纖網路案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工作小組成員
由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法規會、財政局、工務局採購科、工務
局水利科、新建工程處、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北大眾捷運公司
及資訊處，並邀請警察局派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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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

提供市府新聞稿 XML 格式資料，以俾市政輿情新聞網介接應用

22 日

完成台北市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電腦計票
作業。

31 日

完成市府網站發布之市政新聞稿資料匯入市政輿情新聞網。

31 日

辦理中文網站共用性機制「網站維護實務應用」講習課程，參加
者一級機關網站管理人員共 33 個機關

31 日

訂定本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WSG)草案。

4月
8日

完成與巨匠電腦公司簽署 97 年度合作協議書。

9日

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行銷聯盟」參訪本府資訊建設成果及消防
局災害應變中心，並安排體驗戶外無線網路建設。

14 日

協商超商 MMK 事務機(ibon)代收，決議修碼 16 碼編碼規則及資
訊流傳輸窗口。

17 日

「臺北市政府資訊資源整合計畫」案，奉 市長指示提報資訊化
推動委員會及市政會議。

17 日

完成從市府大樓自行拉光纖至市議會現勘。

21 日

完成節能用油填報系統建置，節能用油資訊化作業正式上線。

22 日

日本東京都千葉縣市川市 IT 代表團參訪資訊處。

22 日

完成本府出席韓國首爾簽署「推動電子化政府合作備忘錄」案，
並由資訊處處長代表參加「世界電子化政府會議」。

22 日

完成有關「資訊流通構面-資訊提供及檢索服務考評計畫」作業
說明，發函予本府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

23 日

與研考會討論本府「1999 市民熱線整合專案」權責分工會議，並
擬訂電信及資訊設施財產歸屬及預算編列原則。

23 日

完成有關「本府各機關網站資料檢核計畫」乙案。

28 日

召開本府 98 年度 2,000 萬元(含)以上資訊計畫審查會議。

28 日

提供跨機關業務資料庫無法正常查詢時簡訊及 email 通知功能。

29 日

配合行政院實地查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96 年度政府機關電腦作
業效率實地查核」。

5月

5日

與市場處研議「2008 臺北傳統市場節」合作案，雙方達成共識，
共同宣傳方式，以本處之臺北電子報及 EDM 為主。
與商業處研議「貓空觀光休閒產業發展計畫」及「商圈暨特色商
業網站建置計劃」網站主題服務申請，己通過審查，本處並協助
該主題服務之建置作業。

6日

行政院 GSN 通報市府某 IP 有對外攻擊行為，此 IP 為本府 NAT IP，

5日

已設定防火牆阻止連線列入黑名單網站。
8日

市府網站提供 97 年臺北便民手冊 pdf 檔格式閱覽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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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薪資系統報表格式轉換成 PDF 檔上線。

9日

簽陳 市長核准以市長名義製發母親節電子賀卡，寄送網路市民
及市府員工表達祝賀之意。
公文主機 DOC31 區與訊息帄台介接，將迄期公文稽催訊息透過訊
息帄台即時通知承辦人。
完成支援 97 年度跨區役災演習正式演習。
召開「台北市政府行動應用服務先導試驗專案」，邀集經濟部工
業局、工研院及本處長官與會，確認 M-Taiwan 計畫合作案。
「資訊資源整合計畫案」函頒各機關配合辦理。
辦理各機關 98 年度資訊計畫審查計 193 個，其中 250 萬(含)以
上共 47 個機關。
配合產業發展局之臺北市產業發展政策規劃，本處研擬智慧城市
發展行動計畫，計有「推動地理資訊整合服務」
、
「建置臺北市停
車資訊導引系統」
、
「推動臺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
「推動市民
健康生活照護資訊帄台」
、
「強化無線寬頻網路基礎建設及應用服
務」、「推動 1999 市民熱線整合專案」、「推動行動應用系統加值
服務及強化市民 e 點通線上申辦多元服務」及「臺北市建置光纖
網路執行計畫」等 8 項計畫。

13 日
16 日
27 日
29 日
30 日
30 日

6月
2日
2~6 日
6日
9日
16 日
19~25 日
20 日

「固定節日以 市長名義發送電子賀卡常態性業務」
，由本處主政
辦理，惟春節賀卡仍依往例由本府秘書處主政。
臺北萬事達網參與工業局於世貿二館之 WiMax 主題館展示活動，
展示項目為「道路坑洞舉報行動帄台」。
提供新話務系統一級機關網站常見問答資料，並透過資料交換機
制持續提供。
市政大樓 1 樓開放「智慧城市體驗區」提供市民免費上網服務。
市長主持 1999 市民熱線整合專案會議。
調整各機關檢核後之 FAQ 更新資料格式，完成匯入及整併機關網
站常見問答資料庫。
完成智慧城市綱要計畫 97 年度修正版函頒各計畫主協辦機關。

7月
2日
3日
3日
5日
6~10 日
8日

完成 e 公務訊息帄台有聲版開發。
1999 話務系統正式上線作業，建置完成 60 席值機人員，7 席督
導人員，於 EOC 正式啟用。
派工系統結合 E-MAIL、訊息發布及手機簡訊等即時通知機制，正
式上線。
新話務系統使用單一申訴登錄案件後送機關處理作業正式上線。
處長代表市長參加韓國首爾「世界電子化政府」會議暨簽署「推
動電子化政府合作備忘錄」。
市長信箱增設問題處理提示及系統穩定度訊息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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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

21 日
25 日
28 日
31 日

奉 市長核定，研訂「2008 年臺北國際電腦展」於環東快速道路
沿線建置 WiMAX 無線寬頻網路，承商使用市有公用房地暫行收費
基準：以主機櫃立面面積計算，每 0.5 帄方公尺 1,500 元，不滿
0.5 帄方公尺部份以 0.5 帄方公尺計。
啟動本府 79 個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網站資訊流通構面」考評
作業。
完成 98 年度各機關電腦相關專案計畫審查結果提報本府計畫及
預算審查委員會核議。
市府中文網站累計拜訪人次累計突破 5,000 萬。
台北市電腦公會辦理廣東省計算機學會參訪臺北市政府無線城
市建設，處長赴電腦公會發表智慧城市建設演說。

8月
1日
4~6 日
5日
12 日
26 日

27 日

完成廣東省計算機學會參訪臺北市無線城市建設經驗及災害應
變中心事宜。
參加亞洲主要都市網於吉隆坡召開第 3 屆 ICT 合作方案中程計畫
工作階層會議並簡報。
完成 e 公務訊息，增加音效通知功能。
市長赴桃園縣 2008 數位城市論壇演講本府資訊城市建設。
配合觀光傳播局辦理「97 年度公共服務資訊宣傳企劃暨執行
案」
，本處之「超商 e 點通、申辦最輕鬆」主題報導，年代及 TVBS
於 8 月 26 日上午至處長室專訪。
本處業已完成話務系統與稅捐稽徵處語音專線連通測試作業，稅
捐相關 FAQ 亦納入本府網站 FAQ 維運機制，並完成整併作業。

9月
3~4 日
10~17 日

11 日

12 日

完成聽障奧運體育處及研考會協調廠商到府安裝伺服器軟體，並
於 9 月 4 日完成上架安裝事宜。
實施「97 年本府各機關英文網站抽檢作業」，由英文網站工作小
組（研考會、秘書處、觀傳局、資訊處）各派三名同仁負責抽檢，
共完成抽檢 60 個機關網站，每機關網站經由 2 局處共同檢測。
以市長名義透過本府中文網站、臺北電子報、網路市民 EDM 及市
府員工 adm 發送中秋節電子賀卡，期以本府網路行銷管道持續關
懷市民。
電子認證系統完成 1999 話務系統與 AD 介接設計。

22 日

提供臺北市光纖與資訊網路建設成果，於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
動小組之「臺灣寬頻通訊展」主題館展示。

23 日

本府議會備詢台 e 化作業現場測試網路上線。
完成 2007 年臺北市政府年鑑中英文版內容全文網頁製作及上線。

24 日
10 月
7日

「案件快易通市政好透明」入圍，97 年度本府創意提案會報第 2
次提案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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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8日

市民健康生活照護資訊帄台機制試驗驗證案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完成第二備援光纖市政資訊骨幹網路部份調整 Cisco3750 並開敫
OSPF 功能施作完畢。
完成機關首長行程與訊息帄台介接。

16 日

市議會財建委員市議員參訪 1999 話務中心(EOC)。

19 日

蘋果日報刊登宣導本市市民上網訓練資訊。
參加韓國首爾電子化政府江南會議，由鄭專門委員玉麟簡報本府
資訊建設計畫、策略與成果。

7日

28~31 日
11 月
3日

12 日

電子認證系統完成市民生活圈單一簽入介接註冊服務。
薪資發放處理系統完成完全中學所得稅需求，並發文通知 10 家
完全中學使用。
完成 1999 派工系統網頁查詢機制。
「配合行政院電子化入口網分類檢索服務登載作業」申辦案件電
子表單彙整，計 62 個機關，2,358 項共 4,624 件電子表單
以色列通信部總司長 Mordechai 偕隨員一名及以色列駐臺辦事處
人員 2 名參訪本府，以瞭解市政運作、優良施政成效與無線網路
建置情形並進行交流。
第六屆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歡迎晚宴，於圓山飯店舉行，由 市
長擔任晚宴聯合主人。
啟動「投票英文網站挑錯達人」活動。

13 日

完成 96 年度電腦作業效率實地查核報告。

17 日

21 日

1999 市民當家熱線後送案件網頁線上查詢功能上線。
亞洲主要都市網第 7 次大會本處派員出席並簡報 ICT 合作方案─
ICT Initiativ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公文處理整合系統完成 DOC90 區資料庫整併作業。

29~12 月 7 日

辦理 97 年資訊月展示活動。

10 日
10~14 日
10~24 日
11 日

11 日

20~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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