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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警察機關中巡邏勤務稽核方式，大多仍採在
治安熱點置放紙本之巡邏簽章表方式，透過執勤員
警簽巡巡邏簽章表，能達到員警在指定的路段巡邏
之效果並提升見警率，但隨著社會現代化，治安情
況瞬息萬變，現行之紙本之巡邏簽到表漸生窘境，
其中的缺點包含事後檢核紙張記錄簽巡資料的作
業過程耗時、督勤人員如有及時掌握執勤員警巡簽
之需求，須到達置放紙本巡邏簽章表之地點，付出
鉅額之監督成本。
本研究提出之 M 化巡邏系統係整合全球定
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輔助全球定
位系統(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生物特
徵 辨 識 (Biometric) 與 含 攝 影 通 訊 功 能 之 行 動 載
具，在巡邏勤務編排面向上可針對即時的治安事
件，靈活調度警力的巡邏密度；在執行面向上達成
取代基層員警現行巡簽巡邏簽到表的機制，以有效
的即時掌握線上警力針對治安熱點之巡邏狀況；在
監督稽核的面向上利用資訊系統處理結構化的巡
邏數據，大量的節省事後統計所需之人力時間。
一、緒論
在現行的基層警察機關之巡邏簽巡，大多仍採
在治安熱點置放紙本之巡邏簽章表方式，透過執勤
員警簽巡巡邏簽章表，能達到員警在指定的路段巡
邏之效果提升見警率，但隨著社會現代化，治安情
況瞬息萬變，現行之紙本之巡邏簽章表漸生窘境，
現行方式最大的缺點是事後檢核紙張記錄簽巡資
料的作業過程耗時，且督勤人員如有及時掌握執勤
員警巡簽情形，須到達置放紙本巡邏簽章表之地
點，付出鉅額之監督成本。
目前已有地方試辦將傳統巡邏勤務導入為電
子巡邏電子系統[1]，該系統將傳統之巡邏箱改採
唯讀的感應磁圈 (TAG)，每位員警均配有個人專
屬的感應磁器(Reader)，巡邏前先將遙控器造型的
感應器將勤務人員的資料感應輸入，前往巡邏時可
感應 e 化電子巡邏箱，當感應器閃滅紅色亮光之

後，即代表感應完成，並同時將巡邏感應地點、感
應時間記錄於感應器中，待返所之後再以感應座寫
入 e 化電子巡邏系統(Midware)，即可達數位化管
理的功能，此一系統有效的改善巡邏勤務後，檢核
紙張記錄簽巡資料之人力，唯此系統仍須於事前於
各治安熱點置放感應磁圈 (TAG)，遇有需機動調
整巡邏地點之情況仍有不逮，
故本文利用現行已成熟發展之球定位系統、
輔助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生物特徵辨識、含攝影通
訊的行動載具與雲端運算，提出一於勤務前不須於
治安熱點置放巡邏箱；勤務中能即時掌握巡邏時執
行狀況之整合解決方案。
二、相關文獻與背景知識
1. 全球定位系統[2]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 GPS ，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又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由美國政府於
1970 年代開始進行研製並於 1994 年全面建成。使
用者只需擁有 GPS 接收機即可使用該服務，無需
另外付費。是一個中距離圓型軌道衛星導航系統。
它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分地區（98%）提供準確
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時間標準。系統由美國國
防部研製和維護，可滿足位於全球任何地方或近地
空間的軍事用戶連續精確的確定三維位置、三維運
動和時間的需要。該系統包括太空中的 24 顆 GPS
衛星；地面上的 1 個主控站、3 個數據注入站和 5
個監測站及作為用戶端的 GPS 接收機。最少只需
其中 3 顆衛星，就能迅速確定用戶端在地球上所處
的位置及海拔高度；所能收聯接到的衛星數越多，
解碼出來的位置就越精確。
2. 輔助全球衛星定位系統[3]
輔 助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 AGPS ， 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是一種在一定輔助配合
下進行 GPS 定位的運行方式。它可以利用手機基
站的信號，配合傳統 GPS 衛星信號，讓定位的速
度更快。一般 GPS 使用太空中的 24 顆人造衛星來
進行三角定位 ，以獲得經緯度坐標，通常需要一
個可視天空的開放環境和至少 3 顆 GPS 衛星信號

才能進行 2D 定位。AGPS 則利用手機基站的信
號，輔以連接遠程伺服器的方式下載衛星星曆 (英
語：Almanac Data)，再配合傳統的 GPS 衛星接受
器，讓定位的速度更快。
普通的 GPS 系統是由 GPS 衛星和 GPS 接收
器組成，與普通的 GPS 不同，AGPS 在系統中還
有一個輔助伺服器。在 AGPS 網路中，接收器可通
過與 輔助伺服器的通信而獲得定位輔助。由於
AGPS 接收器與輔助伺服器間的任務是互為分工
的，所以 AGPS 往往比普通的 GPS 系統有速度更
快的定位能力、有更 高的效率。
在蜂窩移動通信系統中，AGPS 系統通過手
機定位伺服器作為輔助伺服器來協助 GPS 接收器
（通常是手機）完成測距和定位服務，輔助定位伺
服器有比 GPS 接收器強大得多的 GPS 信號接收環
境和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輔助定位伺服器通過網
路與手機的 GPS 接收器通信而提供定位協助。由
於有了移動網路的協助，GPS 接收器的效率比沒有
協助定位伺 服器的時候有了很大的提高，因為有
部分原本由接收器處理的工作被輔助定位伺服器
所處理，例如 GPS 接收器冷開機到暖開機的工作，
就是由協助定位伺服器 AGPS 所處理。
通常情況下，一個標準的 GPS 接收器需要至
少 3 顆 GPS 衛星才能進行 2D 定位。另外，還需要
有足夠的處理能力來把衛星的數據轉換成坐標，使
用 AGPS 定位方式，定位的計算任務都由輔助定位
伺服器完成。
3. 行動載具
行動載具（移動設備）
（也被稱為手持設備，
手持式電腦），通常是一個小型手持式計算設備，
具有顯示畫面及有觸控輸入或微型鍵盤和重量不
到 2 磅（0.91 公斤）的特性。
手持計算設備的操作系統（OS）
，並且可以運行各
類應用程式。大多數手持設備也可配備 WI-FI，藍
牙和全球定位系統（GPS）功能，可連接到網際網
路和其他具有藍牙功能的設備，如汽車或麥克風的
耳機。亦常具備播放影片或音樂檔案的功能，這些
設備通常使用電池電源，如鋰電池。在 2000 年代
後期亦開始較大的裝置，如平板電腦。
4. 生物特徵辨識[4]
生物特徵辨識系統（Biometric）是利用每個
人獨一無二的生理或行為特徵來辨識使用者的身
分。運用生物特徵辨識技術，你的身體就是密碼，
不需要記憶一長串不易記住的數字，也不怕遺失，
複製不易，更不用擔心遭人盜用，因為你是獨一無
二且「隨身攜帶」透過人體指紋、臉部、聲音或虹
膜等身體器官組織的獨特性來辨識使用者身分的
一項技術。主要運用人體身上的特徵來做為識別的
密碼，因此在技術的開發上必須選擇準確度高、容
易使用的辨識特徵以利使用，主要可分為生理上的
（如臉形、指紋、虹膜）
，或是獨特的行為模式（如
聲音、簽名、密碼）。以準確度來說，
「生理特徵」
在唯一性及安全性上明顯優於「行為特徵」。目前

生物特徵辨識核心技術的發展，指紋辨識佔技術比
率的 54％，簽名辨識佔技術比率約 21％，臉部辨
識則佔技術比率 16％，虹膜辨識佔技術比率 9％。
市面上以「指紋辨識」技術較成熟，市場占有率最
高，其次則為成長速度最快的「臉部辨識」技術。
「虹膜辨識」的準確度最高，但是由於使用上必需
以紅外線掃描眼球，在價格及安全性的考慮下，並
不容易發展成為大眾化的產品。
5. 雲端運算
依 Gartner 公司的定義[5]，雲端運算是具備大
量且可擴充之 IT 相關能力的運算，透過網路技術
以服務的方式（as a service）提供給使用者；並可
進分為雲端服務（Cloud Computing Services）與雲
端科技（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雲端運算提供的服務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種
[6]：
(1) 軟 體 即 服 務 （ Software-as-a-service/
SaaS）：讓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存取雲端的應用程
式（application）
。服務提供者提供給使用者隨選且
完整的應用程式，這些程式皆存放在服務提供者
端；使用者透過網路便能使用程式，但無法對其進
行調整，只能在外觀與工作流程的設定上做些微的
改變。不管是前端的辦公室應用（如文書處理、
Email）
，或是後端的資料分析、客戶關係管理、業
務流程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等，都可取得雲端支
援。SaaS 服務提供者，較知名的有：NetSuiteS、
alesforce.com、Google Apps 等。
(2). 平 台 即 服 務 （ Platform-as-a-service/
PaaS）：提供特定的工具、平台，將使用者開發的
應用程式能部署到雲端運作的服務。服務提供者提
供給使用者一個建構、部署與管理的環境（架構與
軟體系統），讓使用者可以編寫、開發新程式，且
快速地將其部署在網路上。此類型的服務通常支援
某種形式的程式語言與環境，並提供雲端施行服務
（cloud-implemented service），讓程式開發者得以
整合自家的應用程式，省去軟硬體維護成本以及管
理所需的人力與時間。PaaS 的主要提供業者有：
Google 的 Google App Engine、Microsoft 的 Azure、
Salesforce 的 Force.com 等。
(3). 架 構 即 服 務 （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IaaS）：提供基本的運算與儲存能力的租用服務，
一般而言即伺服器，包含 CPU、儲存資源、網路、
作業系統及其他資源。IT 基礎架構變成一種服務，
企業以委外方式將企業內部所需的 IT 架構交由雲
端服務提供者提供。客戶不需管理底層的雲端基礎
架構，但能掌握作業系統、儲存、網路以及所部署
的應用程式，並且能選擇網路元件（如：防火牆）。
服務提供者提供虛擬機器給客戶，並按照實際的使
用量（如：網路頻寬、CPU 時間、儲存空間消耗
等）來計價，用多少算多少。IaaS 的主要提供業者
有：Amazon 的 Amazon EC2、IBM 的 Blue Cloud、
GoGrid 等。
若以雲端服務提供者的部署方式與服務對象

範圍來分類，雲端運算的服務部署模型可以分為公
有雲（Public Cloud）、私有雲（Private Cloud）和
混合雲（Hybrid Cloud）三類。不論服務使用者採
取了哪種雲端服務模式，基本上都是透過這三類的
部署模型獲得服務內容。而根據 NIST 的定義 18，
則有以下四類的部署模型：
(1). Public Cloud（公用雲，又稱公有雲）
公用雲服務可以透過網路及第三方服務供應
者，提供一般公眾或產業集體使用。
「公用」一詞
並不一定代表「免費」
，可能代表免費或相當廉價；
公用雲並不表示使用者資料可供任何人查看，其供
應者通常會對使用者實施使用存取控制機制。使用
者透過共用的 IT 資源得到解決方案，並且只要為
其使用的的資源付費（pay-as-you-go）。這種方式
既有彈性，又具備成本效益。但用戶無法得知還有
哪些用戶與自己共用資源，無法控制實體基礎設
施。
(2). Private Cloud（私有雲，又稱專屬雲）
雲端基礎設施只為特定組織（企業或社團組
織）運作，不對公眾開放。私有雲具備許多公用雲
環境的優點，例如彈性、適合提供服務，兩者差別
在於私有雲服務中，資料與應用程式皆在組織內管
理，且與公用雲服務不同，不會受到網路頻寬、安
全疑慮、法規限制影響；此外，私有雲服務讓供應
者及使用者更能掌控雲端基礎架構，提供更多安全
和私密等專屬性保證，因為使用者與網路都受到特
殊限制。
(3) Community Cloud（社群雲）
雲端基礎設施由眾多利益相仿的組織掌控、
使用及共享，例如特定安全要求、共同宗旨、法規
遵循考量等。社群成員共同使用雲端資料及應用程
式，透過具有支援分享和溝通功能的雲端架構，進
一步達到協同合作的可能性。
(4) Hybrid Cloud（混合雲）
雲端設施由兩或多個雲端系統組成（結合公
用雲、社群雲或私有雲），每個雲端系統各自保有
獨立性，但藉由標準化或封閉式專屬技術相互結
合，以確保資料與應用程式的可攜性。這個模式
中，使用者通常將非企業關鍵的資訊外包，並在公
用雲上處理，但同時掌控企業關鍵服務及資料。
三、新的 M 化巡邏系統
本文的 M 化巡邏系統之架構如圖 1，執行階
段流程可分為下列步驟：

圖 1: 系統架構圖
1.

各執勤人員在勤務初始之際，先行領用行動載
具，並透過行動載具向 M 化巡邏系統要求此
段時間巡邏勤務之治安熱點(圖 2)，接收完成
後，執勤人員開始依 M 化巡邏系統所規劃之
巡邏線開始到各治安熱點。

圖 2: 介面雛型-接收自 M 化巡邏系統之治安熱點
2.

當執勤人員到達治安熱點時利用行動載具所
接收之全球定位系統或輔助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訊號提示執勤人員已到達治安熱點，並要求
執勤人員依行動載具內建之生物特徵辨識功
能進行驗證(圖 3)，以確認巡邏勤務編排階段
所規劃之執勤人員確實依指定的時間到達治
安熱點(圖 4)。

圖 3: 介面雛型-到達治安熱點提示生物特徵辨識

圖 4: 介面雛型-完成第一個治安熱點
3.

勤務時間結束後，如有未在巡邏時間內完成巡
邏的治安熱點(圖 5)，執勤人員可利用行動載
具提供之欄位敘明未巡邏之原因並回報 M 化
巡邏系統(圖 6)。

圖 5: 介面雛型-完成第一個治安熱點

圖 6: 介面雛型-回報未完成的原因
四、導入 M 化巡邏系統的效益比較
1. 現行的巡邏勤務，每日均須在執行前先至治安
熱點之巡邏箱將前一日之巡邏簽到表更換為
新一日之巡邏先到表，並由巡邏執勤人員自行
在巡邏簽到表上註記到達時間與人員資料，在
此情況下如無督導人員隨後檢查，便無法判斷
巡邏簽到表上所記載資料之真偽，勤務指揮中
心如需掌握巡邏人員之真實位置，須使用無線
電抽呼之方式。
2. 導入 M 化巡邏系統後，巡邏人員到達巡邏地
點與否由全球定位系統或輔助全球定位系統
判斷，並利用行動載具內建之生物特徵辨識進
行驗證(如指紋或臉部)，並回傳 M 化巡邏系
統，可有效掌握巡邏執勤人員真實到達治安熱
點時間，同時間亦將巡邏執勤人員之現在位置
與巡邏軌跡顯示於勤務指揮中心之地理資訊
系統電子地圖上，使指揮者能迅速直覺明白警
力分布。
3. 導入 M 化巡邏系統後，各級督導人員可以於
系統上檢視最新之資訊，無資訊延遲，亦可減
少之紙張之浪費。
4. 各種巡邏系統比較
表 1：傳統、電子化巡邏、M 化巡邏系統比較表
傳統
電 子 化 巡 M化巡邏系
邏
統
是否需設 要
要
不需
置巡邏箱
(感應磁圈)
RFID
執勤人員 筆
行動載具
讀取器
攜行裝備
機 動 更 動 不易
不易
可即時
巡邏地點
記載之資 ?
真實
真實
訊真實性
紙張需求 多
極少
極少
最 大 資 訊 一周
兩小時
無
延遲時間

監督稽核
所需人力
能 否 與
GIS 即 時
整合

多

極少

極少

無法

無法

可

五、結論
現行我國的警察編制員額約為 7 萬人，為一
大型組織，在警察機關中，有許多的作業流程程
序，為法律所明明定，未經型式上合法的修法程
序，不得任意更動，但除法律明定之外，仍有絕大
部分僅為行政規則，如能從此部分著手，結合適當
的資訊科技加以改進，可減少組織運作時的內耗，
降低組織內部的監督成本與束缚成本，提高每單位
資源的生產力，將資源配置在更有效益的部位，同
時間將部分日常的人工書面作業，以資訊系統代
替，除可兼顧環保外，亦可提高組織的應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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