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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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資訊室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黃俊瑋      貢獻度：40％ 

參與提案人：林樹國      貢獻度：30％ 

參與提案人：林碧蘭      貢獻度：30％ 

提案範圍 

一、 有關市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

等之改進革新事項。 

二、 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三、 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四、 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節能減碳)。 

提案名稱 應勤簿冊電子化 

提案緣起 

本市柯市長文哲於104年6月19日參訪本局大同分局整併派出所

時，有感於派出所值勤臺紙本簿冊種類繁多，指示：「派出所值

勤臺相關簿冊應研議電子化，請年輕同仁研議改變方式，重點在

簡化工作，智慧融入工作」。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 提案績效摘要 

為減輕基層員警負擔並符合市長「智慧融入工作」之警政革

新政策，本局於105年期間辦理本局「應勤簿冊電子化系統採購

案」，該系統係全國警察機關首例：將派出所值勤臺16項常用簿

冊予以電子化，並將內政部警政署及本局多項相關資訊系統進行

整合；節省文書時間暨強化治安工作，並有效達成節能減紙之政

策，年約可省下117萬8,154張紙張用量；另建置「北市 e 化簿

冊」APP，提供員警現地受理民眾申請護鈔運送登記、受理案件

登記（非刑事案類）及調閱 CCTV 影像申請等服務，大幅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 

本局「應勤簿冊電子化系統」業於105年12月27日假內湖分

局文德派出所召開啟用儀式記者會，由市長親自主持(如附件1)，

並於本府106年01月03日第1919次市政會議中獲市長嘉許及高度

肯定(如附件2)。 

 

二、 建置工作重點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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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置「網頁版應勤簿冊電子化系統」：將派出所值勤臺16

項常用應勤簿冊予以電子化並加以整合(如附件3)，員警原

需登載於紙本簿冊之資料，改由公務電腦於網頁上登載及

審核，大幅縮短紙本手工填寫之時間： 

1. 員警出入及領用槍械無線電登記簿。 

2. 值班人員交接登記簿。 

3. 員警工作紀錄簿。 

4. 公務電話紀錄簿 

5. 車輛使用登記簿。 

6.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7. 監視錄影監視系統檢查維護登記表。 

8. 治安要點錄影監視系統保管維護登記表。 

9. 錄影監視系統影像申請表。 

10. 民防防空警報器運轉狀況紀錄表。 

11. 防情查勤紀錄表。 

12. 遙控警報臺檢查(修)紀錄表。 

13. 司法文書寄存及具領登記簿。 

14. 受理申請運鈔護送登記簿。 

15. 偵詢室使用登記簿。 

16. 偵詢室設備保養維護紀錄簿。 

（二） 開發可相容且可執行於警用行動載具之「北市 e 化簿冊」

APP：提供員警出入及領用槍械無線電登記簿、員警工作

紀錄簿、車輛使用登記簿、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錄影監

視系統影像調閱申請表及受理申請運鈔護送登記簿(如附件

4)等6項簿冊之功能，達到行動化、無紙化、快速化即時登

載之效。 

（三） 系統整合及流程改造： 

1. 整合本局現有「勤務管理系統」(如附件5)，將員警勤務項

目、勤務出（退）勤執行、應勤裝備領用、工作記事及處

理情形、車輛使用登記等流程與相關紀錄，一次操作即可

完成「員警出入及領用槍械無線電登記簿」、「車輛使用

登記簿」及「員警工作紀錄簿」等3項簿冊，加速員警出

（退）勤時登載簿冊之時間。 

2. 整合本局「員工入口網」，結合本局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記錄使用者資料以及進行系統的登入者身分驗

證，勤務人員之單位、職稱及姓名均能自動帶出並登錄於

各項系統中。 

3. 整合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知識聯網」：結合警政署警政知

識聯網帳號、密碼單ㄧ簽入機制以登入應勤簿冊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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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並於 APP 畫面中顯示使用者名稱以資身分辨別，勤

務人員之單位、職稱及姓名均能自動登錄於 APP系統中。 

4. 整合本局「共用資訊管理系統」，針對系統功能與程式進

行權限的設定，以達到權限控管的目的。 

5. 整合本局「智慧警勤系統」，員警於警用行動載具上各項

查詢操作，系統自動記錄操作人員、操作時間與作業內容

等日誌資料，以供員警填寫「員警工作紀錄簿」時使用，

並作為日後日誌稽核之用。 

6. 整合網頁版系統與手寫板(如附件6)，以具記錄筆壓、筆觸

及筆劃等生物特徵之手寫簽名板，提供民眾及督導人員於

相關簿冊簽名欄內手寫簽名使用。 

 

三、 執行成本 

（一） 本局採準用最有利標辦理「105年度應勤簿冊電子化系統

採購案」，自105年5月6日決標，並於同年12月9日完成驗

收，建構期程為210個日曆天，系統自106年1月1日起至同

年5月底止，所有14個分局之所屬派出所、警備隊、交通

分隊均逐步上線使用。 

（二） 執行成本共計新臺幣805萬3,988元，包括系統建置費、40

臺商規警用行動載具及44臺手寫板購置費用。 

（三） 各外勤單位成立推動小組，分局小組成員包含業管副分局

長、行政組組長及承辦人、秘書室主任及承辦人、各派出

所、警備隊、交通分隊單位主管及承辦人等。推動小組成

員除定期參加會議提供系統意見或建議，並兼負各單位教

育訓練種子教官之責。 

 

四、 實施過程 

（一） 遭遇困難點：警察勤業務相當繁重，尤以外勤單位之勤

務，更充滿了機動性及臨時性，如道路警衛、處理交通事

故、受理民眾報案、處理陳抗活動等勤務，本局各外勤單

位之勤務班表每日平均變更1至3次不等，以應變員警於線

上所遭遇到之各種突發狀況。鑒於上述種種客觀條件，本

局於各項應勤簿冊實施電子化之過程中，以「員警出入及

領用槍械無線電登記簿」所遭遇之困難及阻力最甚，因該

項簿冊事涉外勤同仁報領超勤加班費之依據，在簿冊實施

電子化及流程改造的過程中，必須兼具確實達成系統化之

便利性及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之適法性。 

（二） 持續性需求訪談：為持續了解各試辦單位及所屬推動小組

對系統試辦之意見或建議，本局於105年期間共計辦理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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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會議計9場次（如附件7，含警政革新方案研討會、員警

說明會、系統啟始會議、功能需求訪談總結會議、雛型展

示會議及逐月檢討會議）；並自105年8月系統試辦後，逐

月至各試辦單位輔導上線及駐點服務。 

（三） 滾動式系統建置：為使系統確實符合外勤同仁實務運作之

需求，本局於系統建置期間，自105年8月8日起，擇定本

局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羅斯福路派出所、交通分隊

及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大湖派出所、警備隊共計6個單

位進行試辦，截至承商報驗前，試辦單位同仁共計提供

213項建議，均請承商依建議修正完成，採滾動式之系統

建置過程。 

 

五、 系統上線推動期程 

為使員警熟悉系統之流程操作，本局採四階段循序漸進推行

系統上線，推動期程如次： 

（一） 第一階段： 

1. 時程：自105年8月8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 

2. 單位：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羅斯福路派出所、交通

分隊及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大湖派出所、警備隊共計6

個單位試辦。 

（二） 第二階段： 

1. 時程：自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2月28日止。 

2. 單位：大安及內湖分局所屬各外勤單位(派出所、警備隊、

交通分隊)，共計20個單位上線使用。 

（三） 第三階段： 

1. 時程：自106年3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 

2. 單位：自106年3月1日起，逐月擇定4個分局所屬各外勤單

位(派出所、警備隊、交通分隊)實地駐點輔導上線： 

(1) 106年3月：擇定信義、文山第一、文山第二、南港分局

實施駐點輔導上線。 

(2) 106年4月：擇定萬華、中山、中正第一、中正第二分局

實施駐點輔導上線。 

(3) 106年5月：擇定大同、松山、士林、北投分局實施駐點

輔導上線。 

（四） 第四階段： 

1. 時程：自106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 

2. 單位：各大隊、隊（不含通信隊）、各分局偵查隊及外事

服務站，逐月進行實地駐點輔導上線工作： 

(1) 106年10月：擇定保安警察大隊、刑事警察大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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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大隊實施駐點輔導上線。 

(2) 106年11月：擇定少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捷運警察

隊實施駐點輔導上線。 

(3) 106年12月：擇定各分局偵查隊、外事服務站實施駐點

輔導上線。 

 

六、 落實市長簿冊 e化之政策 

為落實市長簿冊 e 化之政策，達成節能減紙之目標，各外勤

單位於系統上線後，為使外勤員警熟悉系統操作程序，先以紙本

與電子化系統併行3個月，再行實施值勤臺免置紙本應勤簿冊，

實施期程如次： 

（一） 106年4月1日起：大安及內湖分局實施值勤臺免置簿冊。 

（二） 106年6月1日起：信義、文山第一、文山第二、南港分局

實施值勤臺免置簿冊。 

（三） 106年7月1日起：萬華、中山、中正第一、中正第二分局

實施值勤臺免置簿冊。 

（四） 106年8月1日起：大同、松山、士林、北投分局實施值勤

臺免置簿冊。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應勤簿冊 e 化全國首創：本局「應勤簿冊電子化系統」整合

並電子化派出所值勤臺16項常用應勤簿冊，本案作法獨步全

國警察機關。 

二、 節省文書時間暨強化治安工作：以本局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

出所為例，每名員警1天服4班勤務，每班勤務交接簿冊登載

時間約可節省4分鐘，1個月每位員警上班22天，該所有54名

員警，換算下來1個所1個月可以省下約317小時手工記錄簿

冊的時間，多出來的時間可以實際用在巡邏、臨檢等治安維

護工作(如附件8)。 

三、 節能減紙：本局105年度14個分局16項簿冊紙本登載，共計

約117萬8,154張紙張用量(如附件9)，依據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案號：LP5-105040，A4每張最低價格約0.1174元，本局

複合機（電腦列印及影印）招標案 A4每張（含雙面）列印

費約0.412元，紙張費用及列印費合計年約可節省新臺幣62萬

3,714元，有效達成節能減紙之政策。 

四、 便民服務：簿冊 APP 化的結果，員警可以將簿冊帶著一起執

勤，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申請運鈔護送登記簿及錄影

監視系統影像申請表等服務，均可以現地受理(如附件10)，

即時提供服務，大幅提昇便民服務品質，加速處理時效，提

昇民眾滿意度(如附件11)。 

五、 創新與變革：市長於106年6月15日下午赴本局出席「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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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金吾獎頒獎典禮」致詞時強調(如附件12)：「過去一年

來，本人看到臺北市警察局有很多創新，包括簿冊的電子

化、成立毒品查緝中心及科技犯罪偵查隊，因此本人期許警

察要更能夠跟上時代，並叮嚀邱豐光局長要將北市警的智慧

化列為重大工作。」本局「應勤簿冊電子化系統」，一改以

往全國警察機關派出所值勤臺應勤簿冊均採手工填寫之習

慣，且電子化之應勤簿冊高達16項，並加以流程改造及系統

整合，以符合市長對於本局身為首善之都的首都警察之期

待。 

相關附件 附件1至附件12 

聯絡窗口 

姓名：黃俊瑋 

電話：02-23831642 

Email：waderxd@police.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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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說明：市長於 105年 12月 27日主持系統啟用儀式記者會。 

附件 2 

 

說明：本府 106年 01月 03日第 1919次市政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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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3 

 

說明：網頁版應勤簿冊電子化系統操作畫面。 

附件 4 

 

說明：以「北市 e化簿冊」APP可現地受理民眾申請護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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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5 

 

說明：「應勤簿冊電子化系統」各項流程改造及系統整合。 

附件 6 

 

說明：市長於記者會以手寫簽名板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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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7 

 

說明：本局陳前副局長主持員警說明會。 

附件 8 

 

說明：原紙本簿冊於勤務交接時平均約須花費 4分鐘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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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9 

 

說明：應勤簿冊電子化後年約可省下 117萬 8,154張紙張用量 

附件 10 

 

說明：員警以「北市 e化簿冊」APP現地受理民眾申請護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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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1 

 

說明：民眾於「北市 e化簿冊」APP留下申請人簽名。 

附件 12 

 

說明：市長於 106年 6月 15日出席本局金吾獎之本府網站新聞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