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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þ創意點子獎： 精進 組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2年 

提案單位 
□個人提案 

■團隊提案   教育局資訊教育科 

提案人員 

 

 提案人 貢獻度 

主要提案人 鄭信一 科長 30 ％ 

參與提案人 趙曉薇專員 

羅啟建股長 

林雨潔分析師 

70 ％ 

 
提案範圍 有關本局施政計畫及法令規章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校園 e通報 

提案緣起 

配合本局資訊教育白皮書第 2 期計畫構想，為因應數位化時代來

臨、提升行政效能、改善舊式紙製學生證易受毀損且記載過多學

生個人資訊之缺失，推動結合悠遊卡功能之數位學生證。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一、本案整體運作架構如下圖： 

團隊運作架構或方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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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二、本案分三階段分期導入，各期別實施內容如下表： 

期別 實施內容 

第一期： 

試辦 

1.選擇東門國小、私立復興中小學、育成高中及市

立大同高中，4所學校進行第一期試辦。 

2.初期可使用功能為 RFID圖書館、供校內合作社

小額消費之電子錢包及學生出入校園出勤管理。 

第二期： 

擴大試辦

學校 

1.94年 9月增加參與校數進行第 2期試辦。 

2.95學年度開始數位學生證全面換發。 

3.考量 RFID圖書館建置成本高及電子錢包法令尚

未開放，朝推動學生出入校園出缺勤管理著手。 

第三期： 

全面實施 

1.95學年度全面換發數位學生證近 40萬張。 

2.96 學年起，每學年持續發放新生數位學生證 9

萬餘張。96 學年度起全面推動學生上學及放學

刷卡政策。 

第四期： 

服務精進 

1.結合學生證、悠遊卡、兒童護照、借書證及小額

消費等功能，提供一卡多用服務。 

2.100 年 4 月啟用線上掛失功能，掛失服務 24 小

時不打烊。 

3.配合悠遊卡公司及電子票證相關規定，102年 8

月 1 日起記名式數位學生證掛失風險由自負 6

小時改為 3小時。 

三、創新內容 

(一)流程整合 

1.跨機關整合：因數位學生證同時具備悠遊卡、借書證、兒

童護照等功能，需與各機關協調，協調內容如下表： 

機關名稱 協調內容 

交通局及

公共運輸

處 

持數位學生證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享有學生票價

之優惠，差額由交通局編列預算補貼。本案相關

政策亦請公共運輸處轉知臺北市公車業者。 

市立各級

學校 

各級學校為處理數位學生證業務的第一線機

關，須請註冊組受理數位學生證申請工作、生教

組負責推動到離校刷卡工作、資訊組負責校內讀

卡機設備維護等。 

市立社教

機構 

國小學童持數位學生證取代兒童護照可免費參

觀市立動物園、天文館、兒童育樂中心等市立社

教機構，須請各社教機構修改票價規定。 

悠遊卡公

司及臺北

捷運公司 

學生如遺失數位學生證，除學校可協助同學辦理

掛失外，亦可透本局線上掛失系統向悠遊卡公司

辦理掛失事宜，悠遊卡公司將協助處理卡片儲值

退費，以保證學生權益。 

 

 



3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2.建置出入校園管理系統：建置出入校園管理系統介接市府

資訊簡訊發送平臺，進行簡訊發送服務並整合補印卡系統，

完成系統化新生製卡及舊生補卡程序；並提供線上掛失服

務，傳送掛失通知至悠遊卡公司，協助學生完成遺失的卡片

掛失及退費服務，提供一系統自申請、簡訊發送、補卡及掛

失的數位學生證平臺服務整合平臺。 

3. 提供學校單一服務窗口，有效解決簡訊發送問題：數位學

生證計畫，由於整合學校刷卡機系統、製補卡系統以及簡訊

系統，簡訊無法順利發出，可能的問題有刷卡機異常、出入

校園管理系統異常或簡訊發送平臺異常，為有效協助學校人

員解決問題，本局提供各校單一諮詢服務專線(出入校園管

理系統委外維護及諮詢服務採購案)，協助學校在最短的時

間內找出簡訊發送失敗的問題，提供學校專業的諮詢服務。 

4.建立各系統問題協調窗口：因學校刷卡機、校園出入管理

系統、印卡機、鎖卡資料的處理以及簡訊服務分別由不同的

廠商進行維護及處理，若各廠商如有無法釐清之問題，由本

局窗口負責召集各相關單位人員召開工作會議，進行問題協

調，以釐清相關責任及問題。 

(二)資通訊服務導入 

1. 出入校園讀卡機系統：讀卡機系統接收本局建置於各校之

讀卡機資料並判斷讀卡機是否連線及刷卡。 

2.出入校園管理系統：「出入校園管理系統」整合數位學生證

各項應用，舉凡新生製卡資料上傳、申請補卡、訂閱簡訊、

查詢出缺勤紀錄等，前端使用者均可於此系統內完成。系統

依前端使用者類型提供申請製補卡、發送未到校簡訊、各校

刷卡紀錄統計、學生刷卡紀錄查詢等不同功能。 

3.簡訊發送系統：校園出入管理系統能與簡訊發送系統進行

資料交換，簡訊發送系統平臺除能發送簡訊到有訂閱簡訊服

務之家長手機，簡訊發送結果寫回出入校園管理系統，簡訊

發送未成功之原因亦一併寫回出入校園管理系統。 

4.線上掛失系統：因數位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學生可儲值享

有搭乘大眾運輸及小額消費功能，不免有數位學生證遺失帶

來的財務損失，為使持卡者之風險降至最低，本局於 100

年 4月提供線上掛失系統，一旦發現數位學生證遺失，可立

即線上掛失減少數位學生證內儲值金額被盜用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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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四、本案實施過程之困難點與解決策略如下表： 

 

 困難點 解決策略 

製卡

時程 

初期委外辦理製卡，卡片

往返與驗收費時，整體時

程約為 1個月。 

為改善製卡時間，將收件後

交由廠商製卡改為本局自行

辦理建置線上印卡系統，以

有效掌握製卡時程。 

簡訊

發送 

初期簡訊發送量不大，系

統當能負荷，全面推廣

後，因流量過大處理不

及，導致延遲發送，失去

簡訊發送應有的即時性 

經調整簡訊發送系統架構

後,大多簡訊可在 3 分鐘內

成功發送；若未能成功發送

者，可藉由出入校園管理系

統查詢原因。 

刷卡

政策

推行 

1.原定各校學生上學及

放學均需刷卡，惟國小

學生統一放學造成排

隊刷卡情形，延誤放學

時間。 

2.國高中學生因放學後

各有社團及課輔活

動，學校行政人員不管

控學生行動，初期政策

推行配合度不理想。 

1.本局經彙整各校意見

後，調整刷卡政策為上學

統一刷卡，放學是否刷卡

交由學校依實際狀況自

行決定。 

2.為勉勵承辦人員辛勞，訂

定獎勵措施，以勉勵承辦

人員辛勞。 

個人

資料

保護

爭議 

外界對數位學生證晶片

內儲存有個人身份證字

號等重要資料，恐有個人

資料外洩之疑慮 

數位學生證晶片內僅儲存卡

片內外碼，未儲存學生資

料，須由本局學生出入校園

管理系統比對卡片內外碼，

才能確知學生出勤紀錄，並

無個人資料外洩之疑慮。 

掛失

未即

時 

因數位學生證晶片僅儲

存卡片內外碼，一旦數位

學生證遺失，掛失需由學

校協助向悠遊卡公司掛

失，若遇假期，將造成持

卡者自付風險的期間增

長。 

為減少假日所面臨之卡片遺

失風險，本局建置數位學生

證線上掛失系統，持卡者可

至線上申請掛失，無須承擔

假日時，學校無法協助掛失

之時間缺口所帶來之財務損

失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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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成效 

一、本案實際效益 

(一)全面施行數位學生證計畫，提升受益人數：由原本的 4所試

辦學校，擴大到臺北市 239所市立學校、4所國立學校及 36

所私立學校近 35萬名學生，全面製發數位學生證，舉凡臺

北市大學以下學校之學生，皆可申請數位學生證。 

(二)多卡合一，功能整合：數位學生證整合學生證、悠遊卡、借

書證及兒童護照等性質，具有身分識別、借閱書籍、社教場

所進出優惠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優惠等功能。 

(三)有效解決查驗乘客身分之困擾：近來，經常發生不具學生身

分之學生冒用學生票搭乘公車，司機向乘客查驗身分確認

時，也屢傳糾紛，採用記名之數位學生證有效減少查驗身分

之困擾，也減少民怨。 

(四)線上系統有效縮減製卡時間：過去製發數位學生證卡片係由

廠商負責，電子檔案係透過光碟片的方式送交廠商處理，往

往需費時 1週以上的時間，現在改由線上作業，有效縮短至

3天完成。 

(五)結合線上系統提供即時到離校簡訊服務：本局統一為各校採

購簡訊服務，有效降低簡訊成本(每通簡訊費用為不到 0.8

元)，家長樂於使用此服務。截至 101學年度下學期，平均

每月簡訊發送量成長至 41萬餘通。 

(六)線上掛失服務：本局數位學生證線上掛失系統於 100 年 4

月開始提供服務，持卡者一旦發現數位學生證遺失，可立即

線上掛失，減少持卡者自行負擔掛失風險的時間。自本功能

啟用以來，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5450人次使用本服務。 

(七)民眾滿意度上昇：依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

士研究生趙民達之問卷調查統計（問卷資料如附件 2），家

長對於本局推動數位學生證，整合悠遊卡、借書證等各項功

能，以及到離校刷卡及簡訊等服務，多數持正面肯定的態

度；較不滿意的是補卡速度較慢，本局亦已改善，現在申請

後一週內(補卡紀錄如附件 1)可領到卡片，不須再等待 2-3

週。 

 

 

相關附件 

附件 1：系統補卡紀錄 

附件 2：問卷統計資料 

 

聯絡窗口 

姓名：林雨潔 

電話：(02)2733-1838分機 14 
Email：yclin@mail.taipe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