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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費 由本局委外開放資訊系統軟體維護費支應 

緣 起 與 目 的 

新北市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警察勤務繁重，平

均每位員警服務超過 550 人，過去著重在警政

業務電子化，但這對於外勤員警幫助有限，現

在期望透過智慧科技輔助，運用智慧機器人協

助員警執勤，以節省警力，並更有效運用警力。 

方 法 與 過 程 

一、文獻探討：參考各國警察機器人研發及使

用情形。 

二、實機測試：使用臺灣市面現有智慧機器人

產品，參考其功能、客製化程度及外型高

度等，擇一合適者進行相關研究測試，以

評估機器人輔助員警執勤之可行性。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本局本於科技建警精神，研發應用智慧機器人

科技輔助員警執勤，惟市面上現有機器人產品

尚未能符合本局期望，本局規劃之警政機器人

功能亦有待改進空間，由於智慧機器人產業仍

不斷發展，以警政機器人協助執勤並非遙不可

及，未來本局將以此次研究為開端，持續精進。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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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新北市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警察勤務繁重，平均每位員警服務超過 550 人，

過去著重在警政業務電子化，但這對於外勤員警幫助有限，現在期望透過智慧科

技輔助，運用智慧機器人協助員警執勤，以節省警力，並更有效運用警力。 

  本局參酌各國警察機器人的配備及功能，研擬符合本局智慧警政機器人之需

求，並擇定「新板村派出所」作為測試場域，評估未來將機器人應用於警政單位

之可行性。本局規劃警政機器人需具備語音答詢、人臉辨識、遠端視訊及操控、

自動導航帶位、自動充電及安全保護機制等功能，經過測試及評估後提出相關建

議事項供後續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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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新北市人口逼近 400 萬人，平均每位員警服務超過 550 人，警察勤務繁重，

服勤時數每日動輒 12 小時，利用勤餘時間處理公務亦不在少數。過去，我們透過

辦公室自動化(Office Automation)、線上分析處理(OLAP)、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大數據(Big Data)、資料探勘(Data Mining)等技術，協助內勤

同仁處理大量資料及統計數據，著重在警政業務電子化，但這對於第一線外勤員

警在勤務執行上的幫助卻相當有限。因此，對於程序單純、重複性高的勤務內容，

我們期望透過智慧科技輔助，協助員警執勤。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由於新北市幅員遼闊，城鄉差異甚大，以值班勤務為例，本局偏遠派出所平

時需聯絡事項較少，受理案件頻率亦不高，夜間更甚於此，對於派出所值班勤務

之編排應可重新考量，如果能節省值班警力配置，將有限警力運用於巡邏或其他

攻勢勤務，對於治安維護之目的將產生更大效益。因此，本局本於科技建警精神，

研擬運用智慧警政機器人科技，協助執行勤務，不僅節省警力，將更有效運用警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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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國外警政機器人使用情形國外警政機器人使用情形國外警政機器人使用情形國外警政機器人使用情形 

國內目前尚無將智慧機器人運用在警政單位的先例，但在國外已有不少國家

積極研發應用，由於機器人可以全天 24 小時工作，甚至有國家預期未來要使用機

器人取代國內四分之一的警力，以下簡述國外警政機器人的功能及使用情形： 

（一） 中國：中國廣東省深圳機場考量機場警力嚴重不足，於 2016年 9月首度

應用智慧機器人 AnBot，它的外型如同子彈，高度約 149 公分。在自動模

式下，AnBot 能按照預定時間及路線在航站大廳執行自主巡邏勤務，偵測

到電力不足時，可自動至定位進行充電。巡邏時透過機身前後左右共 4

具攝影鏡頭即時監控，錄影的同時也進行人臉辨識。在機場執勤的 AnBot

也提供航班相關問題諮詢，可與旅客進行語音交談，或利用頂端的螢幕

顯示資訊。當 AnBot 遇到緊急狀況時，除了發出聲光警示，員警可從遠

端搖控機器人使用電擊槍或致盲強光設備主動出擊，以震懾威嚇危險分

子。 

 

圖 1、中國警察機器人 AnBot 

 

（二） 杜拜：杜拜在 2017年 5月啟用機器人警察，它具備人類外型，包含機械

手臂，高度約 168 公分，配置於景點及購物中心執勤。民眾可操作機器

人胸前的觸控螢幕用於繳納罰單或檢舉犯罪，或以阿拉伯文或英文與機

器人交流。機器人內建攝影鏡頭，可進行人臉辨識，並將拍攝的影像即

時傳送至警察局。預計在 2030 年將有 25%的警力是由機器人組成，並成

立第一個僅靠機器人運作的智慧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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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杜拜警察機器人 

 

（三） 印度：印度在 2018年 1月推出人工智慧機器警察，高度為 150 公分，同

樣具備人類外型及手臂，並搭載 360 度全景相機及感測器，可配置於地

鐵站、車站、機場、展場等群眾聚集處，執行緊急通報、錄影、蒐集民

眾意見等任務，還能檢測危險爆裂物、可疑人士。 

 

圖 3、印度警察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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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加坡：第 33屆東南亞國家協會峰會於 2018年 11月在新加坡舉行，新

加坡在會場部署警察機器人執行巡邏維安工作，機器人高度約 150 公分，

為車輛外型，如同是一輛無人警車。機器人配備可旋轉及升降的攝影機

及紅藍閃爍警示燈，可在預定路線巡邏，自行避開障礙，並傳送 360 度

環境影像。機器人具備的語音辨識功能，可讓員警命令其前往指定地點

巡邏，另搭載對講機及影像分析功能，用以應對緊急狀況。 

 

圖 4、新加坡警察機器人 

 

國家 外型 配備 功能 應用場域 

中國 子彈型，

149 公分 

顯示螢幕、前後左右

夜視攝影機、感測

器、電擊槍或致盲強

光設備 

自主巡邏、人臉辨

識、智能服務、緊急

狀況處置、自動充

電、遠端控制 

深圳機場 

杜拜 人型，168

公分 

觸控螢幕、眼部攝影

機 

繳納罰單、檢舉犯

罪、人臉辨識 

觀光景點、購物

中心 

印度 人型，150

公分 

顯示螢幕、360 度全

景相機、感測器 

緊急通報、意見蒐

集、檢測爆裂物及可

疑人士、語音辨識 

地鐵站、車站、

機場、展示會場 

新加坡 車型、150

公分 

可旋轉及升降攝影

機、對講機 

自主巡邏、避障、語

音辨識、影像分析 

東南亞國家協

會峰會會場 

表 1、各國警察機器人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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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四個國家警察機器人發展情形，在裝備上幾乎都配備攝影機、顯示螢幕

及特定功能的感測器，並都倚靠輪子行進；在功能上，都具備語音辨識功能，可

與人進行簡易溝通，部分具備人臉辨識及自主巡邏能力，可協助場域內的監控及

維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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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式與過程研究方式與過程研究方式與過程研究方式與過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方式研究方式研究方式研究方式 

本次研究參酌各國目前警政機器人的配備及功能，及評估臺灣市面上現有機

器人，並考量本局員警執勤狀況，研擬符合本局智慧警政機器人需求之功能，並

擇定一場域進行相關功能之測試，以作為未來機器人應用於警政單位之可行性評

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測試標的及場域說明測試標的及場域說明測試標的及場域說明測試標的及場域說明 

搜尋臺灣市面上的機器人產品，為能協助員警執勤，並便利民眾使用，機器

人的功能、客製化程度及外型高度均為挑選評估的重點。本次測試機器人「Ayuda」

為人型機器人，高度約 160 公分，配備 2 具攝影鏡頭、麥克風、音響、平板電腦，

底座移動平台使用輪子可前後左右移動，頸部及兩臂有馬達關節，可展示簡易動

作。功能上可進行人臉辨識、遠端視訊、語音交談、導航帶位及遠端操控等，亦

可配合客製化功能。 

 

圖 5、機器人 Ay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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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測試場域擇於本局公益空間「新板村派出所」，結合「小小波麗日記」體

驗營活動，並設計操作介面提供機器人與民眾實際互動。「新板村派出所」係新北

市政府為使新板特區空橋、通廊及公益空間全面開通，達到有效經營及使用效益，

打造市府整體形象，因此將板橋區漢生東路 276號國家世紀館之 2、3樓公益空間

移撥本局使用，本局即在國家世紀館 3 樓規劃主題「新板村派出所」場館，設計

一系列與警察日常工作相關之活動場景，用以描述員警每天面臨的不同工作考驗。 

「小小波麗日記」體驗營活動即是規劃讓國小及幼兒園小朋友，透過導覽、

體驗「新板村派出所」模擬警察派出所、設施及各項警察工作，參加活動的小朋

友可以穿著警察制服、戴警帽，體驗交通事故處理、指紋採證、駕駛電動警車、

射擊打靶、人犯拘留等，員警也會適時宣導及教育預防犯罪、人身與交通安全常

識及法治觀念，逹到寓教於樂的目標。 

 

圖 6、機器人 Ayuda 結合「小小波麗日記」體驗營活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智慧警政機器人功能需求智慧警政機器人功能需求智慧警政機器人功能需求智慧警政機器人功能需求 

本局期望未來智慧警政機器人可放置於派出所或車站等公共場所，能直接面

對民眾語音諮詢，提供申辦警政服務、受理案件服務、宣導資訊，或協助員警執

勤，並可與物聯網裝置連線，掌握服務區域範圍內狀況，遇發生緊急狀況及時回

報。當機器人無法處理排除民眾困難時，機器人可與中控端視訊值班員警連線，

由員警透過視訊協助民眾處理，或進一步派遣員警至現場協助。基於前述應用情

境，智慧警政機器人需具備下列功能： 

（一） 語音答詢：可利用語音與民眾互動，於事先設定之題庫範圍內辨識民眾

語意回答問題，無法辨識時視情況開啟視訊功能，轉由中控端勤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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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二） 人臉辨識：機器人可擷取人臉影像傳輸至雲端平臺比對人臉資料庫，如

發現可疑人員，立即發出告警，並傳送即時影像及比對資料至中控端。 

（三） 遠端視訊及操控： 

1. 中控端可使用筆記型電腦與機器人視訊連線，讓民眾與中控端勤務

人員進行視訊交談。 

2. 勤務人員可從中控端操控機器人。 

（四） 自動導航帶位： 

1. 能學習環境地圖，並自動導航帶位。 

2. 可感測並閃避障礙物。 

3. 未提供服務時，定時於服務地點場域內小範圍(30 公尺平方)巡邏，

並可設定停留點及停留時間。 

（五） 自動充電：於指定時間或電力不足時自動至指定地點充電，充電結束後

回到指定地點提供服務。 

（六） 安全保護機制：遭遇外力撞擊、搬移離地或疑似破壞行為時可發出告警

訊息，並開啟視訊功能、自動錄影錄音。 

為評估民眾與機器人互動情形，另設計「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

作介面，其中包含下列功能： 

（一） 什麼是新板村派出所：介紹新板村派出所的由來及提供小小波麗體驗營

相關資訊。 

1. 新板村的由來 

新北市政府為有效活化運用「新板特區國家世紀館」公益空間，由

警察局進行場館規劃，設計主題「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

場館，用以描述警察每天面臨的不同工作考驗。 

2. 小小波麗體驗營 

藉由運用具警察元素之兒少活動空間，規劃國小及幼兒園小朋友，

透過導覽、體驗「新板村派出所」模擬警察派出所、設施及各項警

察工作，適時宣導及教育預防犯罪、人身與交通安全常識及法治觀

念，逹到寓教於樂的目標。 

(1) 團體體驗活動：於每月第一週、第三週星期四上午 9 時 30分至

11時30分辦理，報名方式請洽本局官方網站「小小波麗體驗營」。 

(2) 參觀導覽：於每週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2 時、

下午 1 時 30分至 4 時辦理。（上午 10 時、下午 3 時進行導覽）。 

3. 宣導影片 

(1) 新板村派出所 

(2) 小小波麗日記 

(3) 小小波麗體驗營 

4. 導覽參觀、體驗活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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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木爺爺在擔心什麼事？ 

答案：因為最近來了一些不守法的年輕人。 

(2) 有一天羊媽媽家被壞人侵入，羊媽媽為什麼很傷心？ 

答案：因為羊媽媽家被壞人侵入，羊妹妹被抓走了。 

(3) 新板村的警犬大哥接到報案去詢問了哪些動物？有沒有發現可

疑線索？ 

答案：警犬哥哥去問了大黑熊、大野狼、小呆豬，在地上發現了

豬的腳印。 

(4) 小白兔妹妹為什麼在馬路邊哭？ 

答案：因為小白兔發生車禍。蛇先生開車闖紅燈沒有禮讓小白兔

妹妹。 

(5) 如果被同學欺負，你可以怎麼做？ 

答案：可以告訴老師或者向輔導老師報告、或打 110或 113報案。 

(6) 如果被家裡的親人毆打或不當體罰，你可以怎麼做？ 

答案：打電話 110或 113報案、或告訴老師、親友請他們幫忙。 

（二） 觀看宣導影片：播放婦幼安全及犯罪預防宣導影片。 

1. 新板村派出所 

(1) 新板村派出所 

(2) 小小波麗日記 

(3) 小小波麗體驗營 

2. 婦幼安全 

(1) 警察姐姐說故事 

(2) 微電影 

3. 犯罪預防 

(1) 宣導短片 

(2) 微電影 

4. 聽我說故事 

(1) 迷路的小狐狸 

（三） 常見問題：摘要民眾常見問題供民眾查詢，亦可讓民眾以口說發問。 

1. 如何檢舉交通違規 

(1) 直接撥打一一○電話檢舉。 

(2) 使用本局交通違規檢舉系統網站檢舉。 

(3) 使用手機 APP iPolice違規檢舉功能檢舉。 

2. 交通違規申訴之流程及程序 

應檢具交通違規通知單正本及申訴書(敘明理由、姓名、聯絡電話及

地址，如非處分之當事人，須檢附受處分人之委託書)，親自、郵寄

或以傳真方式向應到案處所或舉發機關陳述意見。如不服申訴結果，

得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並應於收受裁決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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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後 30 日內為之。 

3. 發生交通事故臨場應如何處理 

(1) 輕微車禍：車輛毀損輕微而無人傷亡時，應先將汽車之四個車角

或機車輪胎以噴漆、粉筆或尖硬物在地上標繪定位後將車輛移置

路旁，再報警處理。 

(2) 一般交通事故：應暫時保留現場，立即報警處理，並在車輛前後

放置警告標識，以免再次發生事故。 

4. 發生交通事故後可以申請哪些資料 

事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申請提供相關資料： 

(1) 於現場得申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2) 於 7 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3) 於 30 日後得申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但筆錄及監視器影像不包括在內。 

5. 如何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 

請至板橋區府中路 32號（本局外事科）申請，申請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上午 8 時 30分至下午 5 時止，週三延長至夜間 8 時，或撥打電話

（02）8072-5454轉分機 4095或 4096洽詢。 

6. 如何申請加強住家巡邏 

當您預計長時間外出時，事前可撥打一一○電話，或向當地分局、分

駐所、派出所等單位提出申請，或以網路申請，我們將派員在您住家

附近加強巡邏，協助維護您住家安全。 

7. 何謂家庭暴力 

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成員包含： 

(1) 配偶或前配偶 

(2) 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 

(3)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4) 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8. 民眾調閱監視器須符合哪些規定 

須以發生刑案、交通事故或為協尋人口、財物等情事為原則，並經

正式報案，由受理警察單位審酌案情需要，擇定閱覽錄影資料之攝

錄時段及地點後，派員陪同進行閱覽。 

9. 警政 APP「iPolice」提供的服務功能有那些 

提供行車御守、違規檢舉、行動保母、交通專區、申請服務、服務據

點、警政服務、快速撥號等功能。立即掃描 QR Code免費下載！ 

（四） 查詢警察服務據點：提供本局轄內警察服務據點資訊，可依行政區或分

局查詢。 

1. 依行政區查詢： 

板橋區、三重區、中和區、永和區、新莊區、新店區、土城區、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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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樹林區、汐止區、鶯歌區、三峽區、淡水區、瑞芳區、五股區、

泰山區、林口區、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三芝區、石門區、八里

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金山區、萬里區、烏來區。 

2. 依機關查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海山分局、三重分局、新莊分局、林

口分局、中和分局、永和分局、新店分局、蘆洲分局、土城分局、樹

林分局、三峽分局、淡水分局、汐止分局、金山分局、瑞芳分局。 

（五） 與我語音互動：民眾直接以口說發問，機器人可從資料庫中搜尋符合問

題對應之答案，並以語音回答。 

（六） 警政線上申辦服務：提供警政服務線上申辦。 

1. 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網址：https://eli.npa.gov.tw

/E7WebO/index01.jsp）。 

2. 協助維護民眾舉家外出家戶安全（網址：https://service.ntpc.go

v.tw/eservice/Ac125010.action）。 

3. 申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等相關表件（網址：https://eac

c-inv.ntpd.gov.tw）。 

4. 受理入出山地管制區（網址：https://nv2.npa.gov.tw/NM103-604C

lient/）。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智慧警政機器人實測智慧警政機器人實測智慧警政機器人實測智慧警政機器人實測 

機器人 Ayuda 依本局需求設計或評估相關功能，包含語音答詢、人臉辨識、

遠端視訊及操控、自動導航帶位、自動充電、安全保護機制及「新板村派出所－

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分項說明如下。 

（一） 語音答詢：需事先提供警政相關常見問題題庫，機器人會將民眾口說內

容轉成文字，再自動斷詞、斷句，從題庫內搜尋符合的文字內容，將相

似度最高的一則問答內容轉成語音回答，並在胸前的平板電腦螢幕顯示

文字內容。測試情形如下： 

1. 環境音對於機器人在語音辨識的干擾情形相當明顯，故測試人員需

站立在麥克風正前方，當環境吵雜或周圍有其他人正在談話時，機

器人對於聲音辨識度明顯降低。 

2. 目前尚未定義何種情況需開啟視訊由勤務人員協助，遇機器人無法

辨識民眾語音內容時，機器人會以語音回答「我聽不清楚」，並在平

板電腦螢幕顯示文字。 

3. 由於機器人無法自行從題庫答案中節錄重點回答，故提供時應以簡

答為主，避免答案冗長造成機器人語音回答時間過久，民眾久候也

容易失去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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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機器人 Ayuda 功能選單 

 

（二） 人臉辨識：事先提供需被辨識人員的照片電子檔，或透過機器人左眼的

攝影鏡頭截取影像建檔。辨識時，同樣經由機器人左眼的攝影鏡頭攝取

人臉影像與資料庫比對，比中時以語音問好，並唸出其姓名，胸前的平

板電腦螢幕亦顯示文字內容。測試情形如下： 

1. 目前未實際介接至本局資料庫，僅以工作人員資料建檔測試。 

2. 測試人員站立在機器人前方約 200 公分內時可成功辨識身分，距離

太遠時，人臉影像像素不足，而距離太近時，機器人攝影鏡頭無法

拍攝到完整臉部影像，都將影響辨識效果。 

3. 環境光源太暗或逆光會使辨識率降低。 

（三） 遠端視訊及操控：目前此功能為雛型功能，僅作為測試用途，尚未實際

與民眾進行視訊。 

1. 遠端視訊：以機器人額頭的攝影鏡頭影像作為視訊影像傳送至中控

端，並以平板電腦顯示中控端的影像，中控端則使用筆記型電腦內

建的攝影鏡頭，測試時聲音及影像均可正常傳輸。 

2. 遠端操控：可由中控端控制機器人說話、移動及手部、頸部擺動。

機器人說話內容可預先設定範例語句，例如「很高興認識您」、「我

名字叫 Ayuda」等，機器人說話時，文字內容也會同步顯示在平板電

腦螢幕。機器人可以前後左右移動，並依設定的速度移動。機器人

的頭手可配合說話內容，預先設定擺動及手勢動作，讓整體呈現更

生動活潑。 

（四） 自動導航帶位：目前此功能為雛型功能，僅作為測試用途，尚未實際用

於導航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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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地圖：機器人利用超聲波及雷達自動建構場域二維地圖，如場

域中之障礙物的下方為中空架構，則需建立虛擬牆。場域地面應平

坦，並盡可能減少擺放雜物，過於窄小的通道會影響機器人對環境

的認知，且機器人行走也有一定的迴轉半徑，故場域仍以空曠為主。 

2. 導航帶位：在學習完場域地圖後，從圖資中設定初始位置，及需帶

位至何處的位置，機器人便可依設定的座標參數，在兩點移動。當

機器人在初始位置偵測到前方有人靠近時，便可自動趨前迎接，並

引導至某一地點，完成迎賓及帶位。機器人行進過程，會在學習到

的地圖範圍內移動，如偵測到非中空架構障礙物，仍會自動閃避繞

道而行。 

3. 定點巡邏：在地圖圖資中設定需停留的點位座標，機器人便可在兩

點間移動，並停留一定時間，如同在場域內巡邏一般。 

（五） 自動充電：目前尚未發展此項功能，未來為提升機器人自動化能力，減

少人力介入，需要增加機器人監測電力及自動充電的設備，並於場域中

規劃充電站位置。當機器人監測電力低於標準值時，機器人即利用導航

功能，自動返回充電站進行充電，並通知中控端勤務人員以利控管，充

電結束再前往指定地點提供服務。 

（六） 安全保護機制：目前尚未發展此項功能，考量機器人設備安全，應安裝

相關感測器，一旦偵測到傾倒、撞擊或壓力時，機器人便發出警報聲，

並通知中控端勤務人員，同時啟動攝影鏡頭及麥克風，將現場聲音及影

像傳送至中控端。 

（七） 「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大部分項目為觀看文字介

紹說明及犯罪預防宣導影片，包含「什麼是新板村派出所」、「觀看宣導

影片」、「常見問題」及「查詢警察服務據點」等四項，操作上均正常流

暢；第五項「與我語音互動」與前「語音答詢」功能相同，不再贅述；

第六項「警政線上申辦服務」為本局現有提供線上申請之服務項目，惟

礙於平板電腦螢幕尺寸較小，且無鍵盤，操作上便利性不及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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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 

 

 

圖 9、「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什麼是新板村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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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觀看宣導影片 

 

 

圖 11、「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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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查詢警察服務據點 

 

 

圖 13、「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與我語音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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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操作介面－警政線上申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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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次研究結合「新板村派出所－小小波麗日記」之情境，以犯罪預防宣導方

式，融入許多本局對於警政機器人應具備的基礎功能，距離實際協助員警執勤階

段仍有許多努力空間，期望經過不斷測試及改進，使警政機器人符合本局期待。 

綜合各國警察機器人的裝備及功能，大致上與本局規劃相似，在場域的應用

部分，本局目前尚在測試階段，僅用於犯罪預防宣導，係較為單純的情境，而派

出所環境亦較可控制，惟本局在此次研究中仍發現有部分需改進事項，以下提出

幾項建議： 

（一） 語音答詢：機器人雖可從預先建立的題庫中搜尋與民眾提問相符的答

案，但當題庫中有多個題目具有相似的關鍵字時，例如「要如何申辦良

民證」與「什麼是良民證」，為減少機器人誤判造成錯誤回答，可讓機器

人從題庫中挑選相似的題目再次供民眾選擇確認，以確保正確回應。另

機器人麥克風設備建議挑選具指向性功能，使收音範圍更精確，以減少

環境音干擾。 

（二） 人臉辨識：提升攝影鏡頭品質將能擴大可辨識範圍，惟不宜使用廣角鏡

頭，因廣角鏡頭拍攝之影像兩側易有桶狀變形，臉部影像變形後可能影

響辨識成效，致無法正確識別。 

（三） 自動充電：此次測試中機器人尚未發展此項功能，惟自動充電功能有其

必要性，除了可節省人力使用，亦可確保機器人的服務不中斷。 

（四） 安全保護機制：此次測試中機器人尚未發展此項功能，為確保機器人本

身安全，應建立相關機制即時發出告警，且參考國外作法，機器人之攝

影鏡頭應提升至配備前後左右鏡頭或 360 度鏡頭，減少拍攝死角。另可

結合場域內監視器影像，將場域各出入口及周邊環境納入監控範圍，未

來應用在派出所時，則可再結合影像分析技術用於人員進出控管。 

智慧機器人產業不斷發展進步，各行各業也嘗試導入機器人協助，伴隨而來

的是部分工作可能由機器人取代，但就本局來看，警力缺乏是長期的問題，應用

智慧科技則將使問題獲得紓解，未來以智慧機器人協助執勤並非遙不可及，節省

警力繼而更有效運用警力，使警察工作更能符合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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