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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9802B021 

提案獎項 □創新獎  ■精進獎（請自行勾選參獎獎項） 

提案機關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提 案 人 
（或單位） 

劉佳雯（貢獻度 80%）、林弘輝（貢獻度 20%） 

提案主題 「查案萬事通」－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 

提案緣起 

問題與現況分析－ 

1. 緣起： 

未按址居住人口清查業務相當繁複，一個大專案包含了多

個不同的小專案，甚至是橫跨不同課室間的業務，就像下圖 1

所示，包含二課的門牌業務以及一課的房屋拆遷清查、1址 8

公民清查專案、戶籍登記與個案不符之個案通報、歷年敬老禮

金致贈未送達長者清查、查尋人口、所有權人申請逕遷案、百

歲人瑞清查、死亡通報清查…等各種專案業務，按照戶所現階

段人力分配，各專案由不同的承辦人負責清查，各司其職，惟

同一案件可能出現於多項清查作業中，導致承辦人員因不知其

他同仁已開始清查，仍然按照正常程序追查，浪費時間人力及

行政資源，而且要承辦人員牢記各個列管個案，並有效傳承，

亦是一大挑戰。 

 

圖 1：未按址居住人口清查業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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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在 97年度本所各項未按址居住業務清查專案總計案件數為

1796件，其中重複清查個案有 21件，例如陳錫昌案同時涉及了

百歲人瑞、所有權人申請逕遷及歷年敬老禮金致贈未送達長者

清查等三個專案(詳如附件 1：陳錫昌個案分析表)，各項專案在

分屬不同承辦人情形下，重複發函給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退輔會、榮服處、殯葬處及家屬等單位或個人協查，總計重複

發函或追查了 107次，尤其是跨課室業務，同仁每天承辦多種

業務，常重複追查後才發現別課室已經清查過了，因此，如何

整合各種未按址居住人口清查作業，減少行政資源浪費，提高

行政效率，成為本所一直以來亟欲解決的課題。 

2.問題 1：重複追查浪費時間 

各戶政事務所有關未按址居住人口清查作業種類繁多，同

一案件可能出現在不同清查專案，導致不同承辦人對於同一民

眾案件重複追查，浪費時間，例如前述陳錫昌案，房屋所有權

人申請逕遷及百歲人瑞清查承辦人分別發文給當事人及其家

屬，再加上區公所承辦人亦打電話與其家屬聯繫，導致家屬不

堪其擾，抱怨連連，認為渠已告知戶政機關陳錫昌目前之現況，

為什麼還一直有人打電話或發文詢問。 

3.問題 2：受文民眾莫名奇妙 

戶所同仁重複發文相關單位及民眾追查資料，對於接到公

文詢問相關案件之單位及民眾也會莫名奇妙，為什麼同一案件

會發 2次，甚至是 2次以上之公文追查，民眾容易產生對政府

機關不良之印象。 

4.問題 3：人員調動傳承斷層 

戶政人員之間的職務調動頻繁，有時候前承辦人員已經追

查過某案件，但因該案件於現階段清查結果無法處理，依臺北

市政府民政局 96年 3月 16日北市民四字第 09630905700號函

規定，就目前現況持續列管，承接業務之同仁可能因不知道該

案件仍在持續列管，而造成業務斷層情況出現，或者因追查時

間過久，導致該案件在業務移轉時遺落。 

5.問題 4：業務未有效整合，浪費行政資源 

由於戶所各承辦人員承接不同未按址居住業務清查專案，各

司其職，各負責多件追查案件，無法一一得知其他承辦人清查的

名冊及狀況，導致同一案件重複清查情形發生，衍生出多餘的行

政成本，浪費行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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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本所 98年度 1月到 6月底止各項未按址居住業務專案共計有

3769件。使用本系統後，發現重複個案數為 413件，其中跨課室

業務個案有 140件。 

1.系統試行情形 

為整合上述各項清查作業，本所於內部網站中規劃並建置

「查案萬事通－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系統畫面詳見附件

2），由承辦專案業務同仁將原本登錄於個人電腦上以自行管理

之案件資料，直接匯入該系統內，有關本系統使用之功能及作

法如下： 

(1)資料匯入：將各專案承辦同仁之前已經登錄於個人電腦之相

關列管名冊（Excel檔），修改為統一之欄位名稱，匯入本

系統中加以整合。 

(2)資料控管：由後線專案承辦同仁，以個人帳號密碼進入使用

本系統，相關功能如下： 

a.利用關鍵字查詢：可輸入個案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或身分

證字號搜尋，查詢該案件辦理情形，包括該案件是否已結

案、當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戶籍地址、來

源類別及綜合處理情形等相關資料。 

b.資料登錄：同仁視業務辦理情形，將追查之個案登錄於本

系統內，並定期更新案件追查情形。若該個案已有同仁進

行清查，系統會自動於畫面下方帶出「此筆紀錄與『某來

源類別』案件中查詢重複，系統會自動帶出相同欄位中」，

避免同一案件重複清查，浪費行政資源。新增之未按址居

住清查專案，已有檔案者，可直接匯入該系統，系統並會

自行檢查匯入筆數，及有幾筆資料與系統資料庫重複，重

複比例為何。 

c.資料匯出：有些專案承辦同仁在每月月初須做業務相關統

計報表，亦可以本身業務類別、結案與否作為篩選的條

件，將系統中之資料匯出，以 Excel檔呈現，同仁再自行

修改相關格式。 

(3)未按址居住專案業務列管案件流程管理系統化：將各項未按

址居住業務之流程及管制作業加以整合，一一列管，主管亦

可使用該系統加以考核各項業務辦理情形，哪種類別的業務

中有哪個案件，目前處理之情形，一目暸然，節省不少作業

執行之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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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2.系統使用前後清查情形比較 

本所 98年度 1月到 6月底止各項未按址居住業務專案共計

有 3769件。使用本系統後，發現重複個案數為 413件，其中跨

課室業務個案有 140件，有關本系統使用前後之比較如下表： 

 系統使用前 系統使用後 

各 項 專 案 總 件 數 1796 3769 

發 現 重 複 個 案 數 73 413 

重 複 清 查 個 案 數 21 0 

重複發函或追查次數 107 0 

小結：有關本所未按址居住業務之各項專案總件數，在使用

本系統前後成長約 2倍左右，但發現重複個案數卻成

長約 5、6倍，在使用本系統後，承辦同仁可以透過本

系統快速得知有關該個案是否已有其他同仁進行清查

以及清查情形為何，有效降低重複清查之個案數及重

複發函或追查相關單位及個人之次數。 

 

本系統自 98年 1月 14日起試辦至 6月底止，本系統資料

庫計有 9百多筆資料，經統計截至 6月 30日止，本所業務同仁

發現重複案件計有 413筆，系統使用後，完全未發生重複進行

清查的個案，有關重複追查個案情形有效獲得改善。 

3.與其他專案結合情形 

本系統試行期間適逢未換領新證名冊專案清查（清查時

間：從 98年 4月 15日~98年 11月 30日止）及未領取消費券原

因分析調查專案清查（清查時間：從 98年 5月 22日~98年 5月

31日止），經利用本系統比對結果，成效良好，事半功倍，省下

承辦人重複清查之時間。有關其結合情形說明如下： 

(1)與未換領新證名冊清查結合 

針對加速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作業規定經本所利用本系統

比對未換領新證名冊，發現共有 140件個案已在本系統資料

庫中，不用重複清查，相較於未換領新證名冊總數 896件，

所佔比列高達 15.63%，如附件 3之圖 2。有關利用本系統資

料庫清查未換領新證名冊結果，詳細統計如附件 3之表 1。 

本所以本系統執行加速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作業規

定，經重複案件清查結果分析，發現去向不明，由承辦人列

管當中有 76人，約佔總數（140人）的 54.29%，其次為逕

遷戶所者 33人，約佔總數（140人）的 23.57%，再則為已

聲請死亡宣告者有 14人，約佔總數（140人）的 10.00％，

各個案追查結果分析如附件 3之圖 3，由此可證，承辦人利

用本系統可節省 15.63%的追查執行成本，各項重複個案細項

資料於系統中一目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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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2)與未領取消費券名冊原因分析調查專案結合 

經本所利用本系統比對未領取消費券名冊，發現共有 266件

個案已在本系統資料庫中，相較於未領取消費券名冊總數

2591件，所佔比列高達 10.27%，如附件 4之圖 4。有關利用

本系統資料庫清查未領取消費券名冊結果，詳細統計如附件

4之表 2。 

進一步分析，發現去向不明，由承辦人列管當中有 136

人，約佔總數（266人）的 50.94%，其次為逕遷戶所者 74

人，約佔總數（266人）的 27.72%，再則為已聲請死亡宣告

者有 27人，約佔總數（266人）的 10.11％，其餘個案追查

結果分析如附件 4之圖 5，如前所述，消費券承辦人因此可

節省 10.27%的執行成本。 

4.權責機制及處理流程 

由於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包含專案種類非常繁複，並

涉及跨課室之業務，為避免涉及多項專案之個案出現無人管理

的情況以及維護本系統之持續運作，本所擬訂「查案萬事通－

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權責機制分配計畫（詳如附件 5），

由各課室課長定期抽查專案承辦同仁清查個案辦理情形，是否

有持續追蹤，並填具抽查表，並且由研考人員每月列印各專案

清查情形報表，並加會主管及各專案承辦人知悉。 

實際執行
成 效 

量化效益－ 

1.以本所為例，統計去（97）年未按址居住業務專案清查名冊總

計有 1796筆，發現重複個案數為 73件，承辦同仁重複清查個

案數有 21筆，平均重複追查 1筆需多花費 65.61天，建置『查

案萬事通－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後，簡化未按址居住業

務清查專案之流程，推算本所 1年承辦人可以減少 1378天追查

及等待其他機關回覆之時間。 

2.再者，根據本所今年重複筆數之發文量統計，平均重複追查 1

筆資料須多發 5~6件公文，推算本所 1年可減少 105~126件發

文量。 

3.礙於多項未按址居住業務專案清查皆有一定期限完成清查之壓

力，承辦人往往需要利用下班時間加班清查，目前本所有關各

項未按址居住業務專案計有 4位同仁負責承辦，若以每個人每

個禮拜加班 2小時乘以本所平均工資 195元計算，總計 1年可

以省下 74,880元加班費，再加上重複追查案件之郵資計算，推

算本所 1年可省下 78,000元以上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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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成 效 

質化效益－ 

1.簡化業務，縮短流程：建置本系統後，可使各項清查專案業務

簡化，縮短其作業流程，並減少承辦同仁重複清查同一案件之

時間。 

2.落實代理，有效傳承：未按址居住作業整合系統將各項未按址

清查專案作業分門別類，一一列管，即使承辦人不在，同仁亦

可線上查詢各項未按址居住人口清查作業案件辦理情形，更不

會有因承辦人輪調而列管案件遺落交接之情形。 

3.避免民怨，創造雙贏：避免重複清查案件，可減少因重複追查

所支付之行政成本，達到節省行政資源之目的，並可減少民眾

或其他單位對戶政機關造成誤解，避免民怨產生，由於誤解及

民怨產生須花費更多行政資源及作為來挽回民眾信心，減少因

錯誤衍生之民眾負面觀感〜無價。 

4.有效查核，進度透明：使用本系統，可方便後線承辦人員查詢

案件進度，減少調案頻率，亦可方便業務主管督導各項未按址

居住專案清查作業，兼顧業務流程透明化。 

5.整合資源，知識共享：有效整合戶所未按址居住專案清查作業，

在本所業已做到同仁業務有效分享的效果，本市各所業務型態

相似，希冀藉由本系統建置之提案建議，可達到知識擴散到各

戶所的具體成效。 

 

一個人的戶籍登記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因各項專案清查，

在查無個案任何可能現住地址下，將個案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

所，只是針對各項專案清查當下暫時解套之方法，並不代表個

案在戶籍登記的制度下已經結案，後續仍需做相關之處理，為

有效控管各項專案之個案清查情形，並且不重複查案、浪費行

政資源及避免民怨產生，「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更顯重要。 

相關附件 

附件 1:陳錫昌個案分析表。 
附件 2:「查案萬事通-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系統畫面說明。 
附件 3: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與未換領新證名冊清查結合情

形。 
附件 4: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與未領取消費券名冊原因分析調

查專案結合情形。 
附件 5:「查案萬事通-未按址居住業務整合系統」權責機制。 

聯絡窗口 
姓名：劉佳雯  電話：27233977#111 

Email：cg_115@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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