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局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危機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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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俗稱 Y2K 危機），這是全球性資訊風暴，對
於電腦化愈深入之單位其衝擊愈廣泛。本局於成立時即全力推動資訊化作業，無
論行政管理或捷運系統工程均朝電腦化及自動化作業為目標，電腦作業已是不可
或缺之工具，所以 Y2K 危機對本局之衝擊非常廣泛。本文主要係簡介本局為解決
Y2K 危機，成立危機處理小組、進行宣導及訓練、全面清倉檢查電腦軟硬體設備、
分析轉換測試電腦系統、成立 Y2K 查核小組現場查核、列管追蹤及訂定應變計畫
等作業，務期經由本局各單位之團隊合作，順利通過此一全球性資訊危機。

The solution to year 2000 issues of DORTS
ABSTRACT
The Year 2000 bug , (also called the Y2K crisis), a world-wide computer
turmoil , is a computer-programming glitch that could cause a host of problems
related to software program as most computer use two digits to denote a year. The
Department of Rapid Transit Systems(DORTS) has been well developed in
computerization that is indispensable in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The scope of the Y2K impacts is invol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ization, the DORTS must awakes to the Y2K grave
impacts.
The gist of the article is to state the Y2K preparedness activities of DORTS,
the establishment of Y2K Project Committee in charge of disseminating，training,
over-all inspections on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for Y2K compliance , modifying,
testing, and the set-up of Y2K audit group executing spot inspections，tracing and
follow-up and mapping out tackling plans, with a view to striding over the Y2K
crisis through DORTS’ team efforts.

壹、前言
電腦發明初期，電腦價格昂貴，記憶體儲存空間有限，為節省設備資源，電
腦工程師在設計電腦時，將西元年份以最後兩位數字表示年序，例如 1999 年以
99 表示，多年來已成為一種習慣用法，但是，這種設計一旦到 2000 年時，年序
變成 00，這時電腦系統將無法辨認 00，究竟是 1900 年或是 2000 年，甚至於認為
00 年為無效之年序，所以，電腦資料處理與日期有關的計算、邏輯運算、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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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報表、儲存 … … 等等均可能發生錯誤，造成電腦應用、計算、管理上的錯
亂，此問題除了管理資訊系統有年序危機的問題外，許多與日期有關的自動化設
備或儀器也是受波及之列。對於嵌有微處理晶片(ＩＣ)且涉有日期處理之儀器亦
同樣會有Ｙ２Ｋ問題，如自動化生產設備、程控設備、儀器設備等，另外如空調、
電梯、消防、保全，及一般辦公事務設備如電話交換機、影印機、傳真機等，若
存有處理與日期相關之晶片，都將受到影響，這種衝擊危機即為「公元二０００
年資訊年序危機」（俗稱 Y2K 危機或千禧年危機）。
本局於成立時即深刻了解電腦化及自動化作業是未來必經之途徑，在規劃行
政管理或捷運系統工程時，均朝向電腦化作業為目標，所以，電腦已成為局內辦
公不可或缺的工具。雖然本局大部份電腦系統習慣上以民國年份為主，但深入瞭
解，程式中的民國年份大都是由系統年序扣減 11 而得，如：(西元 1998 以 98 - 11=(民
國)87 年，是以本局電腦系統亦無法自免於危機之外。無論大型主機或個人電腦
出廠時間超過二年者，都有被波及的風險，因此，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
對本局電腦系統之衝擊必然非常廣泛及深遠。

貳、政府機關重視 Y 2 K 問題
行政院基於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社會秩序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因素考
量，將全國 Y2K 危機分為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署、台灣省政
府及台北市政府等七大部門二十一項體系，規定對於涉及公共安全及社會秩序之
重大資訊系統，如國防、金融、交通、電力等，務必於限期內完成查察、修改及
測試，使該危機對國家造成之不便與衝擊減到最低。本局承辦之捷運工程亦經行
政院列入管制，必須每月將最新電腦系統修改、測試進度提報市府轉行政院列
管。並規定各單位管理資訊系統應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底前完成檢視及修改，
八十八年六月底前完成測試；非管理資訊系統設備(含一般儀器、程控及事務機器
等)應於八十七年九月底完成查察確認，八十八年六月底前完成修改及測試。行政
院並組成 Y2K 稽核服務團，提供各界有關處理年序危機之相關訊息、技術諮詢與
系統轉換等服務，以協助政府機構及民間企業順利渡過 Y2K 年序危機。同時行政
院主計處亦編印教戰手冊，內容包括 Y2K 成因認知、因應策略、具體作法、應用
實例、替代備援方案等相關資訊，分送各界參考。為能澈底防範發生 Y2K 危機，
並規定各單位不論有無完成系統修改，均應研擬應變計畫，詳列替代作業程序，
並充分演練，期望至公元二０００年來臨時，所有系統均能正常運作。

參、本局 Y 2 K 因應措施
本局自民國七十六年成立以來，自動化作業是長期以來目標，所以資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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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早已深入全局各部門，因此，Y2K 危機對本局之衝擊已是事實而無法避免的，
其衝擊必然非常廣泛及深遠，Y2K 危機特性是：
─具有時效性
公元二０００年時可能發生問題，所以必須於限期前完成(本局定為八十七年
九月完成查察確認，八十八年五月底完成)，修改及測試，其工作是絕對不可以
延後完成的。
─具有風險性
必須在公元二０００年前，將有 Y2K 問題之電腦系統在不影響現有業務進行
下，穩定地進行修改工作，必須考量其風險性。
本局亦深切體認危機之嚴重性，對 Y2K 問題極為重視，首先研擬策略，其次訂定
計畫、執行步驟、定期追蹤檢討。由於 Y2K 問題不僅是技術問題，也牽涉整體認
知，所以先廣泛週知全局，加強危機意識的宣導，可能造成業務面之衝擊範圍及
因應危機時間的緊迫性，以期達到預警的先機。
謹將本局針對 Y2K 問題處理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一、成立處理小組：
若純以技術立場看 Y2K 問題其實僅是技術上的小問題，祇是將程式及資
料日期年份欄位由二碼變四碼，但因本局電腦化作業早已深入各部門正常運
作且程式數量龐大，架構複雜，修正的工作將造成各部門業務困擾，加以本
局捷運系統設計、管理單位包括第二、三、四處，施工單位包括所屬各工程
處及相關承包商，若必須動用經費預算時，又必須與財主單位及行政支援單
位協調，這些都已超過資訊中心的權限；所以，實際上，它已演變為一個管
理上的重要課題，必須由高階主管出面整合，成立因應小組，統合各部門的
資源，掌握進度。所以，本局早於前(八十六)年發覺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
序危機將會對本局電腦系統造成重大衝擊，於是在當年六月十六日簽奉 局
長核定成立「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危機處理小組」，由本局各單位副主管及
工程處副總工程司以上資深人員擔任委員，定期開會，藉以宣導公元二００
０年資訊年序危機嚴重性，其主要功能為研討解決 Y2K 資訊年序危機方案，
督導各單位進行電腦系統修改及測試，協助解決系統轉換困難。對 Y2K 進度
定期提報小組追蹤列管，評估 Y2K 危機對其業務的衝擊及其他各單位 Y2K
相關事宜。考量其資訊系統影響嚴重程度定解決優先順序，據以制定因應計
畫。依計畫進度清查與日期欄位有關的電腦軟硬體設備、應用程式、資料庫
檔案等等，進行檢視、修正、測試與轉換等步驟，以管理層面為主，技術層
面為輔的組合，透過處理小組共同解決此世紀危機。由於本局資訊系統架構
複雜，包括捷運系統工程、管理資訊系統及其他辦公室自動化相關設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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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有外包廠商施工提供，有本局自行發展之應用系統，設備有國外進口，
有國內自行生產，不一而足。當面臨此龐大資訊設備，本小組以專案管理方
式進行，評估分析衝擊程度，及採取因應措施，分工合作，發掘個別單位使
用電腦作業 Y2K 問題、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研擬計畫，藉由成員相互討論，
累積經驗，並提供一資訊交流分享的環境，期能快速解決本局 Y2K 問題。
二、宣導訓練：
成立專責管制組織後，宣導訓練可匯集局內共識導入解決危機力量，群
策群力解決 Y2K 問題。
• 自八十六年七月起於每次本局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危機處理小組會議中
提出有關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之報告，包括 Y2K 發生原因、本
局電腦設備可能受影響範圍，及最新進度，評估可能之影響及解決方案。
• 於八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發行「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份代碼轉換指引」，
喚起全局同仁瞭解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嚴重性，探討本局電腦設
備可能受影響之範圍、衝擊，並提供各種微電腦 BIOS 時序、操作系統、
公用軟體、套裝軟體、應用系統之檢視方法及解決方案，訂定資訊系統檢
視、修改、測試進度。
• 指派相關人員參加局外 Y2K 研討會、教育訓練計十一場二十四人次，同
時辦理局內單位 Y2K 說明會。
• 由於本局電腦設備種類眾多，設備受 Y2K 影響嚴重性、對 Y2K 影響範圍、
衝擊及解決方法難以十分明瞭，部份係透過本局全球資訊網至國內外相關
網站查詢 Y2K 資訊，藉以吸收其他單位處理 Y2K 經驗，迅速解決本局 Y2K
問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 於本局資訊簡訊中報導 Y2K 相關訊息，時時提醒同仁不忘 Y2K 危機環繞
於周圍電腦設備中，注意防範。
• 配合市府新聞處安排之「台北市政府各局、處、會專題新聞稿發布」，於
本﹝八十八﹞年四月份辦理二次記者會報告本局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
序危機說明，以提供市民了解本局捷運工程處理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
危機狀況。
三、進度管制
由於本局 Y2K 危機所牽涉電腦設備管理權責分散於不同單位，為管制
修改及測試進度，其作法為：
•每月請各承辦、列管單位提報最新進度，依據程式檢查、程式修改、程式
測試、系統整體測試及上線整合測試等不同階段訂定完成哩程碑，追蹤進
度(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電腦系統檢視修改測試調查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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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期於「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危機處理小組」會議中提出報告，對進度落
後之電腦系統找尋原因並提供支援服務。
•局務會議中報告本局 Y2K 危機電腦系統修改及測試現況，請各單位主管
協助督導 Y2K 危機電腦系統清倉檢查、修改及測試作業。
•定期於本局總工程司室會議檢討進度。
•向本局局長進行 Y2K 專案簡報
•每月填列「台北市政府各機關執行公元兩千年資訊年序危機應變措施進度
調查表」提報市府轉行政院列管進度。
四、清倉檢查
因本局電腦設備列管及使用分散在不同部門，為能迅速清理各項電腦設
備，免除掛一漏萬之虞，必須徹底進行清倉，先全部列清冊，再逐步篩選有
電子控制功能之設備，研究是否有 Y2K 問題，並作系統影響評估以作為系
統更新作業，輕重緩急、分工之參考。依據行政院及市府指示並考量本局資
訊作業特性，將本局電腦系統歸類為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管理資訊系統及
辦公室 大樓自動化資訊系統等三大類，分述如下：
(一)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
本部份設備分散在各工程處施工標中，為能徹底清查以免疏漏，其
清倉方式透過三方面調查：
•自技術文件管理中心﹝PDCC﹞運用本局「工務管理資訊系統」中調查
各施工標的物，據以清查所有電腦設備。
•請第四處統計各工程處施工標電腦設備數量及內容。
•請各工程處提供承辦工程標電腦設備清單。
經蒐集上述三方面資料後交叉檢查，再依系統標、水電標分送第二處及
第三處審查。包括系統標、水電環控標中所含之電腦系統，計有二十五
項系統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前完工，另十一項預定至八十八年九月底完
工。設備有主機級電腦系統、微電腦級處理系統及其他小型感知器或控
制單元(如 PLC)等等，分別安裝於不同層次之子系統內，此等設備因系統
架構亦較複雜，須與不同廠商及不同設備作進一步整合測試。
(二)管理資訊系統
本部份設備均由資訊中心主辦，清倉方式較簡單，主要用於處理本
局行政管理，包括人事薪工、會計帳務、工務管理等，共四十五項系統，
設備有：
•DEC 主機 OPEN VMS V6.1 系統操作系統、介面卡、公用程式，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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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測試。
•資料庫系統，均以四碼表示年份，無 Y2K 問題。
•工作站系統操作系統、介面卡、公用程式，無 Y2K 問題。
•微電腦作業系統(如 BIOS、COMPILE)及套裝軟體等，其中 80486 等級
以下無法通過 Y2K 測試，須更新設備。
•資訊網路系統、ROUTER、HUB、BRIDGE，無 Y2K 問題。
•應用系統程式館逾七八００支必須每一支程式檢測。
(三)辦公室 大樓自動化資訊系統
包括本局品保實驗儀器、捷運行政中心使用之電梯控制、環境監控(如空
調、消防)、門禁管理、電話交換機、影印機、傳真機、GPS 全球衛星定
位系統接收儀、大地資料庫等等共九項，因設備均屬承商外包，牽涉不
同廠商設備，須進行整合測試。
經全局清倉檢查各單位使用、列管或承辦施工之電腦系統後，進行評估各電
腦系統發生 Y2K 問題影響範圍﹝影響評估表，如附表二﹞，以事先防患未
然。資訊中心為全盤掌控各電腦系統 Y2K 作業進度，每月定期發函各 Y2K
列管相關單位，請填報電腦系統 Y2K 進度調查表，內容包括設備名稱、廠
牌型號、承辦人、系統檢視、程式修改、系統測試進度等項目，以瞭解全局
電腦系統 Y2K 最新進度，據以提報上級單位有關本局 Y2K 進度。
經清查出全局資訊系統，其中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因與公共安全、社會
秩序、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有密切關係，由行政院列管，亦為行政院 Y2K 查
核重點電腦系統之一，其餘管理資訊系統及辦公室/大樓自動化系統則由本
局自行列管，但仍須每月提報進度。
另市府及行政院為掌控各機關因應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實際
執行進度，規定每月五日提報應變措施進度表，內容包括系統類別(管理/非
管理資訊系統)、影響等級(影響公共安全、社會秩序、人民生命財產、業務
中斷或影響行政效率)、所需經費、人力、預定完成日期及總進度。
五、分析轉換：
對於現使用中之系統有 Y2K 問題，且系統在公元二０００年仍須持續
運作，本項工作可以依系統複雜度考量自行處理、委外處理、重新開發或修
改原系統等方式進行，係全部 Y2K 作業中最耗時費力之工作，若方法正確
可節省時間及人力，經檢討出四種可行方案，就這四項可能的修改方案進行
分析。
方案一、現有系統自行修改
此方案對於資訊系統與業務衝擊較小，對本局造成的問題不大，不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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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更動現行電腦系統架構，只需遵照原系統的日期修改方式，將既有應用系
統予以局部修改，因現有資訊人員已具備所需技術能力與經驗，業務相關人
員擁有專業之知識，足可支援系統修改作業，將修改風險降至最低，經費成
本相對亦比較低。
方案二、委外修改現行系統
在時間壓力與人力限制下，為了維護現有電腦系統能順利過渡公元
2000 年，可採取委外策略，藉由專業廠商既有之系統修改維護經驗與技術
能力，協助本局完成資訊系統的修改工作，縮短修改時間及所有可能遭受
的風險，唯須另行支應經費。
方案三、汰換現行系統，自行重新開發新系統
以「重新思考、重新設計」為基本規劃理念，重新建置一套標準開放
式的電腦系統架構，並依據實際業務需求，以全新的資訊系統（含作業平
台、程式語言、資料庫管理、…等）重新規劃、分析、設計、開發、測試
所需應用系統，由本局資訊中心內部人員負責，有效掌握計畫管理與發展
時程，降低資訊系統修改的風險。經費成本可因而降低，維護成本亦可相
對降低並可累積經驗，且可與現行資訊科技發展趨勢吻合
方案四、汰除現行系統，委外開發新系統
汰除現有電腦系統，重新建置標準開放式電腦系統架構。採取委外策
略，期藉由專業廠商既有系統開發經驗與技術能力，協助開發所需資訊系
統。預期投資成本最高，人員訓練與技術轉移所需成本最高，系統修改變
數太多，風險最高。
經本局相關單位評估上述四個方案，擬定解決方式為，
(一)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包括系統標、水電環控標電腦設備)，因電腦系統
屬施工標之一部份，由承商統包辦理施工，所以，採第二案委外檢查、
修改現行系統方式辦理分析、修改及測試。但對於完工尚在保固階段之
工程則責成承商依合約執行。
(二)管理資訊系統，因此類系統均由本局資訊中心或業務單位自行發展，所
以，採自行辦理方式，但部份電腦系統其架構複雜，對於 Y2K 問題之修
改影響較大，無法於短期內完成，且系統尚能符合業務需求者，則採第
一案現有系統自行修改，以減低經費成本及業務衝擊，如人事薪工、會
計帳務、工務管理等。事實上，這種「穿著衣服，修改衣服」之方式多
少會對業務單位造成不便，本局作法係以另一套相同資訊作業環境之工
作站作為修改應用系統之設備平台，以更充裕設備進行測試，不妨礙正
常作業。唯由於部份電腦系統已過生命週期，為配合新電腦技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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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及業務需求，則採第三案自行重新開發新系統，一勞永逸，如本局
公文管理系統由 DOS 版重新規劃設計為主從架構視窗版即是。
(三)辦公室/自動化資訊系統，因均屬委外維護且設備未逾使用年限，所以，
均採第二案委外修改現行系統方式辦理。為解決 Y2K 電腦設備問題，無
論採委外或自行修改任何種方案，本局承辦、列管單位均需負責追蹤系
統修改及測試進度。
(四)日期修改方案
電腦自 1970 年發明使用以來使用二碼表示年序已相沿成習，這就是 Y2K
發生之原因，處理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技術層面之首要工作為
日期格式程式修改，各程式須修改之部份包括下列各部份：
•日期有關資料庫日期欄位、螢幕日期欄位、報表日期欄位
•日期作運算、判斷、排序之程式。
•日期、時間相關之程序或功能模組。
有關閏年年份計算公式為
•年份被4整除為潤年，如1996年為潤年。
•年份被100整除不是潤年，如1900年不為潤年 。
•年份被400整除為潤年，如2000年為潤年。
對於日期格式之修改各界學者專家已提出各種不同方法，經篩選出較可
行之方案，說明如下：
方案一、日期長度改為四碼
此方式是將所有的資料和程式，日期長度均修改成四位數年的格
式（如 1999），其優點是最完整且一勞永逸，後續維護單純容易。缺
點是所有程式、資料檔都須一併修改處理，修改工程較大，投入人力
成本亦較最高。
方案二、區間法(Windowing)
以 100 年區間跨過公元 2000 年的界限。一般以 1951 - 2050 年為區
間，應用程式須辨識二位數年份以判別在 51-99 範圍內的年份為公元
1951 - 1999 年，例如鍵入「98」即表示 1998 年，而在 00-50 範圍內的年
份為公元 2000 - 2050 年，例如鍵入「00」即表示 2000 年。優點是二位
數年的格式不必擴充，就可以延伸出四位數的日期格式，只須修改程式
即可，不必修改資料檔案。缺點為執行效能將受到的影響，應用程式控
制的日期處理量增加時效能降低，必須要有額外的處理邏輯以獲得正確
結果。
方案三、新增一日期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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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檔案的每一筆資料記錄﹝RECORD﹞後，增加一個四位數
年份欄位，當應用程式已經修改為日期資料四位數處理時，則存取
四位數年份欄位的資料，同時對兩位數年份欄位作資料更新。
方案四、系統倒退 28 年
本倒退法係因 1972 年為閏年且星期亦與 2000 年相同，方式是將
系統時間、應用系統與資料檔案的內部日期資料，全部設定倒退 28
年，也就是將所有參照使用二位數年格式的系統、資料和程式，都
必須將年序修改，對處理日期輸出入的程式，都需要增加年份修改
處理。
方案五、民國紀年制
改變系統日期，直接取用當民國紀年，也就是將電腦主機系統日
期配合民國紀年設定，如八十八年，則設定系統年份為 1988 而非
1999，應用程式中一律取系統年份(末二位)為民國年，不必減 11。
本局經評估修改電腦系統成本及現有電腦設備平台環境後，由於第三、
四、五案之修改人力成本或風險較高，且對於後續不易維護，所以，管
理資訊系統之設備平台均方案一以四碼表示年序，應用系統之螢幕顯示
及報表年序長度亦均為四碼。對於管理資訊系統修改程式時之程及分析
轉換(修改)規範，其工作項目包括：
•應用系統分程式分析、資料檢查、程式修改、模組測試、資料轉換、
整合測試、整體測試等七階段追蹤。
•應用系統無論西元或民國均原則採四碼表示年份之方式徹底解決(僅人
事系統配合銓敘部統一民國年採三碼)。
•資料庫日期欄位長度原則改為四碼。
•程式包括SCRIPT、SQL*FORMS、PRO*C、TRIGGER、PROCEDURE、
C等與日期有關之系統日期函數。
但對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若有以二碼表示年份，但仍能處理閏年之電腦系
統，則採第二案辦理，以節省人力、時間、經費，繼續沿用原系統，暫不
修改。
六、系統測試：
程式測試功能係在驗證現行系統功能符合未來公元二０００年本局資
訊系統的需求，以確認系統該修改的部分都已經修改正確。由於 Y2K 危機
的特殊性與影響的廣泛性，系統測試工作相當繁複且耗費資源，測試工作
是為了確保所有的受影響層面，能夠該改的部份都已被改到，而且改到的
部份都會被改對。事實上系統完全測試是不太容易全面性的執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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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否已經取得設備廠商的 Y2K 保證文件，使用單位都應進行系統測
試，設法確定系統功能正確無誤。
資訊系統的硬體設備與系統公用軟體的測試工作是整個系統環境運作
的基礎。所以，測試工作項目包括資訊系統的整體環境、應用系統執行功
能，測試階段則分程式單元測試、系統整合測試及整體資訊系統測試。本
局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由於牽涉捷運線上營運安全，由本局機電工程處會
同捷運公司及承商共同辦理，而管理資訊系統則由本局資訊中心會同相關
業務單位辦理，辦公室/大樓自動化資訊系統則由本局資訊中心會同管理單
位(如秘書室)進行之。
七、現場查核
主要在檢查前面階段之電腦系統修改及測試結果正確性，首先成立查核
工作小組，訂定查核計畫，並依訂定之測試及訪查項目進行檢查，計畫內容
包括：(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資訊系統訪查評估表，如附表三)
(一)查核目標
1、因應公元二ＯＯＯ年資訊年序危機，確保本局資訊系統正常運作。
2、清倉檢查各項資訊系統設備，統一追蹤列管。
3、預先模擬公元二 OOO 年資訊環境測試，防止發生資訊年序問題。
4、督促各單位確實進行系統檢視及測試，如期完成各項因應措施•
5、瞭解各單位因應 Y2K 困難，提供協助解決方案。
(二)查核單位：本局品保中心、秘書室、資訊中心及所屬各工程處。
(三)查核範圍：
1、管理資訊系統包括：人事薪工、會計帳務、工務管理等。
2、非管理資訊系統包括：系統標、水電環控標及辦公設備(含建物設備)
(四)查核小組成員由資訊中心主任為小組長、組員由資訊中心副主任、課長
及資訊中心、第二、三、四處等相關人員擔任。
(五)查核設備包括實地現場上機設定相關系統日期，檢查電腦系統運作狀況
(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資訊系統查核項目表、附表四)。
(六)日期測試包括：(Y2K 高風險日期表如附表五)
1、模擬系統日期於公元一九九九年間能正常運作如 04/09/1999、09/09/1999
及 12/31/1999。
2、模擬系統自動跨越特定日期測試：12/31/1999 至 01/01/2000、02/28/2000
至 02/29/2000 及 12/31/2000 至 01/01/2001 等三組日期。
3、模擬系統日期於公元二０００年間正常運作如 01/01/2000、01/02/2000、
02/28/2000、02/29/ 2000、03/01/2000、12/31/200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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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件檢查：
1、檢查系統架構圖、設備清單等文件。
2、檢查系統測試計畫、測試報告。
3、承商提供保證系統無 Y2K 問題相關函件。
(八)查核紀錄文件
1、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資訊系統訪查評估表。
2、電腦系統轉換時程調查表。
3、電腦設備查核統計表。
本局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係屬行政院列管重點系統，由於牽涉捷運線上
營運安全，由本局會同捷運公司共同辦理。這部份也是本局 Y2K 查核最弱
之一環，尤其捷運控制系統之電腦設備(行政院 Y2K 稽核服務團統稱 Non-IT
設備)，從主機伺服器級之中型電腦、工作站、微電腦至小型控制器(如 PLC)
均是，從上述電腦設備中以小型控制器之 Y2K 最困難檢查，Non-IT 設備在
捷運系統上之運用主要係用來控制、監視或輔助，絕大部份之設備並不十分
明顯，甚至需要非常特殊之技術才能檢查出，這些細小裝置可能包涵有處理
日期時間之電路板、記憶體、輸出入模組之軟硬體，用以啟動、轉換或停止
某項設備操作，即使於查核時修改主系統時間(如子母鐘時間)，也可能無法
更改此 Non-IT 時間，本部份則由各施工單位會同承包商檢測。
八、本局 Y2K 現場查核結果
自本﹝八十八﹞年元月起至三月底止排定日期進行 Y2K 查核測試本局
電腦系統，查核結果：
(一)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 Y2K 有 Y2K 問題，需更新軟硬設備有：
─305 標通訊網管系統之儲存設備。
─305 標無線電系統。
─308 標環境監控系統
─304 標機廠水電監控系統
上述四項更新軟硬設備進度預定六月底可完成作業。
新店線南段及板橋 南港線（龍山寺至市政府）二段 11 標，預定八十八
年九月送電 點交 驗收及營運，將會跨越公元 2000 年，必須請相關單
位注意其 Y2K 問題之查核。
(二)管理資訊系統共四十五項，已通過 Y2K 查核。
(三)辦公室 大樓自動化設備共查核九項電腦系統，其中五項通過 Y2K 測
試，其餘須更新軟硬設備有：
─行政中心電話交換總機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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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門禁系統。
─行政中心空調主機控制系統。
─GPS 衛星定位儀接收儀。
其中 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預定於八十八年七月完成系統更新升級作
業，其餘三項均預定於八十八年六月底完成 Y2K 修改/更新。本局為解
決 Y2K 問題預估約投入逾 760 人月，七百餘萬元(本局 Y2K 投入人力及
經費預估如附表六)。
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因涉及捷運建設及捷運營運單位，對於近期移
交捷運公司之淡水線、新店線北段及中和線，本局與捷運公司共同發揮
捷運團隊精神，進行各項查核測試(如圖一、二)。

肆、緊急應變計畫
雖然，我們對於本局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之處理經長時間之準
備，對於電腦系統檢視、修改及測試亦徹底執行，但俗話說「做了它，不一定會
發生。不做它，一定會發生」。緊急應變計畫的功用在保證各項作業系統遭受到
Y2K 問題之衝擊後，仍能維持最低限度之有效運作，直至各項系統恢復正常功能
為止。其目的在萬一電腦系統有 Y2K 問題發生時，將損失降至最低程度。且本計
畫遵照行政院指示，各電腦系統均須擬定，它是現階段最重要之作業之一。
本局在擬定緊急應變計畫前先確認各項 Y2K 關鍵性系統設備，例如：
─所有操作系統、應用程式及資料庫等。
─對內及對外聯絡介面。
─硬體，包括供應商、型號、維護合約等。
─軟體，包括供應商、版本等。
─通訊設備，如網管系統、電話網路、交換機等。
─建物服務設備，如電梯、中央空調、安全管理系統、電源系統等。
Y2K 應變計畫主要係考量萬一電腦設備發生 Y2K 問題無法發揮其應有功能，業
務必須維持運作時之替代措施，其運作應由業務單位為主導，資訊部門協助訂
定。考量本局資訊作業特性，擬定應變計畫之內容包括：
─電腦系統名稱
─電腦系統承辦單位及承辦人
─業務主辦單位及承辦人
指派熟悉該業務或電腦作業人員，以備萬一發生 Y2K 問題時，能快速取得相
關配合資源，提供 Y2K 因應措施之人員為佳。
─電腦系統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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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說明系統主要功能。
包括輸出、輸入格式、日期處理方式及日期、時間相關參數。
─Y2K 危機影響範圍
包括受影響之模組、子系統。
若有硬體設備者須列出設備廠牌﹝代理商﹞、型號及安裝年份。
若為軟體設備須包括廠牌、版本、購入年份及平台環境。
─Y2K 危機應變方式
於 1999/12/31 備份電腦資料。
列印資料備查。
考量以無 Y2K 問題設備替代。
應變處理流程、步驟，準備以人工作業輔助因應方式。
應變計畫研擬一種以上，因應不同狀況。
提供因應方式之配套措施如會計系統登帳方式、考勤系統人工簽到(退)之相關
規定及輔助設備或工具、事先模擬演練及其他。
最後補建資料。
本局 Y2K 應變計畫現由本中心電腦系統負責人會同業務單位承辦人員共同研擬
中，預定六月中旬完成。至於捷運系統應變計畫因牽涉捷運系統營運規定、相關
交通單位(例如輔助運輸工具公民營公車、消防救災單位)配合作業，由捷運公司
因地制宜訂定(公元二０００資訊年序危機電腦系統應變計畫，如附表七)。
。

伍、外部稽核
除本局自行辦理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內部稽核外，行政院並組成
Y2K 稽核服務團，分赴各單位進行 Y2K 稽核，並提供各界處理年序危機之相關
訊息、技術諮詢等服務，以協助政府機構及民間企業順利渡過年序危機。本稽核
服務團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四、十五日首度至本局現場查 Y2K 作業進度，以了解
本局 Y2K 實際辦理情形，查核事項包括：
一、書面查核：檢查本局相關 Y2K 業務專案管理、宣導資料、電腦設備清單、各
項系統修改、測試進度追蹤調查表等相關文件。
二、現場查核：查核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有實地訪查行控中心，及由本局派員
現場解說電聯車、供電、號誌通信及自動收費等相關電腦系統架構、系統運
作流程及捷運系統線上實機測試 Y2K 狀況，並討論 Y2K 因應措施；查核管
理資訊系統 Y2K 因應措施，實地至資訊中心查核設備包括電腦主機伺服器
平台、新建 Y2K 工作站測試環境、 網路設備及應用系統程式、資料庫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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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年份、日期之檢核、儲存、判斷及測試等項目之正確性。
Y2K 稽核服務團於稽核報告總結中除提供數項建議外，對本局綜合總評
為「低風險」﹝綜合總評分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該稽核服務團復於
八十八年三月十日二度至本局進行 Y2K 稽核，於綜合結論中表示：
（一）捷運工程局應可確保 Y2K 專案在 88/6/30 前如期完成準備，Y2K 準備
狀況總評為「低風險」。
（二）捷運工程局為因應 Y2K，已動員各級主管率同各電腦系統承辦人員全
力投入系統修改、測試及內部查核作業，充份發揮捷運團隊精神，
目前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三，可於八十八年五月完成 Y2K 作業。
（三）管理資訊系統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三，預計 88/03 可完成測試及查核，
均可符合 Y2K 規定時程。
（四）新店線南段及板橋 南港線（龍山寺至市政府）二段 11 標，送電
點交 營運驗收會跨越 2000 年，請捷運局提醒捷運公司將之列入緊
急應變計畫範圍考量，以求週延。
（五）主機之作業系統（OPEN VMS）、資料庫（ORACLE）、工作站伺服器
及網管設備 Router 均已完成更新，符合 Y2K。
（六）GPS 衛星定位儀設備，承商未能提出 Y2K 保證函，亦無法於六月底前
完成測試，本項因國內多家單位亦使用類似設備，捷運局建議稽核
服務團轉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進行整合支援解決問題。
（七）305 標 PCM 通訊網管系統之儲存裝置及 305 標之通訊無線電系統主電
腦必須更新軟、硬體設備，預訂本（八十八）年五月底完成 Y2K 測
試。
（八）自動收費系統 C307 標已完成現場測試及查核，核符合 Y2K。C337 標
測試進行中，現場查核另行排訂日期﹝本項已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
查核完成﹞。
稽核服務團對本局之建議事項如下：
（一）解決 Y2K 問題之關鍵主要靠自身之努力，不能全靠外力協助，應不
斷檢討資訊系統，以避免發生 Y2K 問題。
（二）某些型號之 PLC 設備具有微處理機功能，會處理日期時間，應注意
防範。
（三）GPS 衛星定位儀除人造衛星本身問題外，仍須注意接收端電腦設備
Y2K 問題。
（四）請注意嵌入式電腦 Y2K 問題，因其功能為處理器，但是外觀不似電
腦，容易被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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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H328/CC368 環控標之電腦系統應考量與 305 標子母鐘連線測試 Y2K。
行政院 Y2K 稽核服務團雖然對本局之綜合總評為「低風險」
，但由於本
局電腦系統種類眾多，架構錯綜複雜，該團於捷運行控中心現場查核時，尤
其對 Non-IT Y2K 問題方面提出呼籲本局要注意防範。

陸、結論
解決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是跟時間賽跑的工作，絲毫輕忽不得，
萬一發生問題，除影響正常業務正常進行外，對政府機關形象損失無法估計。解
決 Y2K 問題不是資訊中心單方面任務，須全局上下皆達成共識變成一項運動，各
單位群策群力，全力以赴。不能只把焦點放在管理資訊系統部份，捷運非管理資
訊系統更為重要一環。本局完成初步 Y2K 測試、查核，現正積極著手擬定緊急應
變計畫，以順利通過 Y2K 危機。
本局電腦系統 Y2K 問題經各級長官督導及各單位全力投入人力、物力進行
系統修改及測試，除少部份系統必須進一步更新設備外，其餘系統已初步完成
Y2K 測試，但仍籲請各位同仁勿忘再檢討周圍設備是否屬電腦控制的，所謂「大
膽假設，小心求證」，正是發揮您想像力的大好時機，請別錯過機會，共同協助
解決本局 Y2K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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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電腦設備影響評估表
類
別
項
目
Y2K 可能影響

備

註

每月將進度提
電聯車無法行駛
電聯車行駛有安全 報市府轉行政
院列管
顧慮

捷運非管理 電聯車
資訊系統 號誌系統
供電系統
通訊系統

電聯車無法行駛
無法處理緊急事故

自動收費系統
水電環控系統
電(扶)梯系統
管理資訊系 人事薪工
統
會計帳務
工務管理
辦公室 大 •品保實驗儀器
樓自動化系 •電梯系統
統
•門禁系統
•環境監控系統
•電話交換總機
•控制系統(傳真 機)
• 大地資料庫系
統
• GPS 全球衛星
定位系統接收
儀
•考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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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權益受影響
旅客權益受影響
旅客權益受影響
相關業務將減少電 等共 45 項資
腦作業範圍或完全 訊系統
以人工處理，影響
行政效率
影響行政效率

附表三、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資訊系統訪查評估表
系統名稱：
主辦工務所：
承辦人：
設備檢查：

路線別及標號：
電話：

測試計畫文件：
測試報告：
承包廠商保證函：
設定測試時間：
跨越測試時間：
測試結論：
提應變計畫：
填表日期：
參加查核 測試人員：
二
三
四

處

處

處

工
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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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中
心

序號
1
2
3
4
5
6

附表四 公元二０００年資訊年序危機資訊系統查核項目表
項
目
說
明
使用微處理器/微電腦/電腦主機
作業系統名稱及版本
程式語言/編譯器及版本
系統設備架構圖
電腦設備清單
電腦廠牌

7
8
9

承包廠商名稱
何時曾測試 Y2K 功能
Y2K 問題測試計畫/方式(提供文
件)
10 Y2K 問題測試報告(提供文件)
11
12
13
14
15
16

Y2K 問題系統日期測試參考表
發函承包商請確認無 Y2K 問題
系統承包廠商保證函(經簽署)
使用年份格式(四碼/二碼)
上游系統(接收日期資料)關係
下游系統(送出日期資料)關係

17
18
19
20

接收年份格式(四碼/二碼)
送出年份格式(四碼/二碼)
是否通過 Y2K 測試
解決 Y2K 方法(修改程式，更換
設備，更改系統日期)

21 無法於八十八年五月底前完成，
請提應變計劃
22 其他補充說明
註：說明欄不足填寫時改用附件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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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附表五 Y2K 高風險日期表
檢查日期

檢查原因

1999/04/09

本日在羅馬日（ Julian days）中為 1999 年的第"99"日，
為自 1 月 1 日開始算，4 月 9 日為第 99 日，加上二位
年份 99 形成 9999，在某些系統中 9999 表特殊意義。
有發生誤判的可能性。再者，很多電腦程式中，"9999"
又代表最大值，也會導致程式錯亂。

1999/09/09

欄位可能出現 9999。9999(或 9/9/99)在某些系統代表特
殊意義。在很多電腦程式中"9999"又表最大值。

1999/12/31

1.有些早期產品將 Expire date 設 在本日，如 CICS
3.3 版。
2.1999 年最後一日，一切迎戰公元 2000 年的準備
工作得就緒。

2000/01/01

2000 年的第一天(這是所有系統都必需測試的日期)。

2000/01/03

2000 年的第一個工作天(這是所有系統都必需測試的
日期)。

2000/01/10

欄位第一次出現 7 位數的日期(確定程式修改後欄位
寬度足夠存放，而且程式能夠正確處理此日期 ) 。

2000/01/31

公元 2000 年第一次碰到月底，是每月結算作業之工作
日。

2000/02/29

2000 年為閏年(確定系統能正確處理閏年問題)。

2000/03/31

公元 2000 年第一季最後一日。

2000/10/10

欄位第一次出現 8 位數的日期(確定程式修改後欄位
寬度足夠存放，而且程式正確處理此日期 )。

2000/12/31

該年度之第 366 日，考驗閏年處理之正確與否(閏年表
示一年有 366 天)。

2001/01/01

2000 年(閏年)後的第一天。

2001/12/31

若用 Julian days 表示，本日應為第 365 天。部份軟體
如: Lotus Organizer 1.0，1.1 預設此日為其產品使用年
限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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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本局 Y2K 投入人力及經費預估
項

目

人

捷運非管理資訊系統

360人月

管理資訊系統

378人月

辦公室/大樓自動化系
統

合

計

力

經

費

環控標 497萬
系統標 225萬
自行修改

22人月

• 電話總機系統 3萬
• 環境監控系統 5萬
• 門禁系統
10萬
•衛星定位儀 17萬

760 人月

75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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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公元二０００資訊年序危機電腦系統應變計畫
壹、電腦系統名稱：
貳、電腦系統承辦單位：
承辦人：
參、業務主辦單位：
承辦人：
肆、填表人：
伍、電腦系統功能描述：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陸、Y2K 危機影響範圍

柒、Y2K 危機應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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