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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公路監理業務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而公路監理機關之服

務人員對民眾服務品質之良窳，攸關政府整體形象至鉅。因此，

本所全體同仁均以便民、利民為施政主軸，賡續推動為民服務

各項簡政便民之措施，並以「人文關懷、科技創新」提升公路

監理服務品質與內外部顧客之滿意度。故依據「公路總局提升

服務品質執行計畫」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推行為民服務工作考

核與獎懲要點」暨「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提升服務品

質執行計畫」及「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為民服務不定

期考核工作計畫」之規定，擬定「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

所 101 年為民服務白皮書」以作為施政及提供民眾優質服務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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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本所政策本所政策本所政策本所政策目標與服務品質目標與服務品質目標與服務品質目標與服務品質 

一一一一、、、、政策政策政策政策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一一一））））以親民以親民以親民以親民、、、、便民便民便民便民、、、、簡政簡政簡政簡政、、、、防弊防弊防弊防弊、、、、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及檔案管理與及檔案管理與及檔案管理與及檔案管理與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施政施政施政施政目標為主目標為主目標為主目標為主。。。。 

（（（（二二二二））））以以以以 e 化創新化創新化創新化創新、、、、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跨機關合作跨機關合作跨機關合作跨機關合作、、、、

紓解員工壓力紓解員工壓力紓解員工壓力紓解員工壓力、、、、提升內外部顧客滿意度施政目標提升內外部顧客滿意度施政目標提升內外部顧客滿意度施政目標提升內外部顧客滿意度施政目標

為輔為輔為輔為輔。。。。 

（（（（三三三三））））宏觀施政宏觀施政宏觀施政宏觀施政、、、、展望便民展望便民展望便民展望便民、、、、文檔重現文檔重現文檔重現文檔重現、、、、珍貴分享珍貴分享珍貴分享珍貴分享。。。。 

二二二二、、、、服務品質服務品質服務品質服務品質 

（（（（一一一一））））以以以以熱忱地服務內外部顧客為導向熱忱地服務內外部顧客為導向熱忱地服務內外部顧客為導向熱忱地服務內外部顧客為導向，，，，並親切關心與並親切關心與並親切關心與並親切關心與

照顧內外部顧客之福祉照顧內外部顧客之福祉照顧內外部顧客之福祉照顧內外部顧客之福祉、、、、權益為權益為權益為權益為優優優優先先先先。。。。 

（（（（二二二二））））以用心以用心以用心以用心、、、、細心細心細心細心、、、、愛心愛心愛心愛心、、、、關心關心關心關心、、、、安心安心安心安心、、、、貼心等六心貼心等六心貼心等六心貼心等六心

級的優質服務級的優質服務級的優質服務級的優質服務，，，，確實提升服務品質與行政效能確實提升服務品質與行政效能確實提升服務品質與行政效能確實提升服務品質與行政效能。。。。 

（（（（三三三三））））提升檔案管理之服務提升檔案管理之服務提升檔案管理之服務提升檔案管理之服務、、、、行銷行銷行銷行銷、、、、應用應用應用應用、、、、分享價值與分享價值與分享價值與分享價值與

創新創新創新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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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本所組織架構與服務區域本所組織架構與服務區域本所組織架構與服務區域本所組織架構與服務區域 

一一一一、、、、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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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服務區域服務區域服務區域服務區域：：：：本所及轄區各監理站、分站，服務區域包括

嘉義縣市、臺南市及雲林縣四縣市。 

 

 

 

 

    

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嘉義市
監理站監理站監理站監理站    

雲林監雲林監雲林監雲林監
理站理站理站理站    

麻豆監麻豆監麻豆監麻豆監
理站理站理站理站    

臺南監臺南監臺南監臺南監
理站理站理站理站    

新營監新營監新營監新營監
理站理站理站理站    

東勢監東勢監東勢監東勢監
理站理站理站理站    

嘉義區嘉義區嘉義區嘉義區
監理所監理所監理所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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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本所服務項目本所服務項目本所服務項目本所服務項目 

一一一一、、、、車籍管理車籍管理車籍管理車籍管理：：：：汽、機車檢驗、新領牌照、各項異動登記、

換發行照等業務。 

二二二二、、、、駕駛人管理駕駛人管理駕駛人管理駕駛人管理：：：：汽、機駕駛人考驗發照、職業駕駛人審驗、

駕籍各項異動登記及換發駕駛執照等業

務。 

三三三三、、、、運輸業管理運輸業管理運輸業管理運輸業管理：：：：汽車運輸業申請設立與督導考核、各項異

動登記、監警聯合稽查及臨時通行證核發

等業務。 

四四四四、、、、稅費徵收稅費徵收稅費徵收稅費徵收：：：：汽、機車使用牌照稅、汽車燃料使用費代徵、

催收、本費及違費移送強制執行等業務。 

五五五五、、、、違規處理違規處理違規處理違規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與強制汽車責任險之

裁罰、移送強制執行、民眾申訴與聲明異議之處

理、監警聯合路邊檢查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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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本所本所本所本所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與聯絡方式與聯絡方式與聯絡方式與聯絡方式 

一一一一、、、、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一一一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08:00-12:00（（（（服務各項監理業務服務各項監理業務服務各項監理業務服務各項監理業務）））） 

(二二二二)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00-13:00（（（（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車籍車籍車籍車籍、、、、駕籍各項異動及違規駕籍各項異動及違規駕籍各項異動及違規駕籍各項異動及違規

裁罰裁罰裁罰裁罰等業務等業務等業務等業務）））） 

(三三三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0-17:00（（（（服務各項監理業務服務各項監理業務服務各項監理業務服務各項監理業務）））） 

二二二二、、、、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一一一一)總機電話總機電話總機電話總機電話：：：：05-3623939 

(二二二二)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5-3622333 

(三三三三)本所本所本所本所服務地址服務地址服務地址服務地址：：：：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二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二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二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二十十十十九號九號九號九號。。。。 

(四四四四)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本所網址：：：：http://www.cyi.gov.tw 

(五五五五)E-mail：：：：thbup001@ms1.gsn.gov.tw 

(六六六六)通信劃撥帳號通信劃撥帳號通信劃撥帳號通信劃撥帳號：：：：03365007，，，，戶名戶名戶名戶名：：：：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區監理所 

(七七七七)營業大客車申訴電話營業大客車申訴電話營業大客車申訴電話營業大客車申訴電話：：：：05-3628623、、、、0800-23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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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本所本所本所本所重要重要重要重要施政施政施政施政 

一一一一、、、、跨機關合作便民措施跨機關合作便民措施跨機關合作便民措施跨機關合作便民措施 

為落實善用社會資源，政府施政一體的目標，以推動為

民服務之便民措施－延伸服務據點為：完成本所與嘉義

縣 18 個郷鎮市戶政事務所、嘉義行政執行處及台南監

理站與台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永康與歸仁農會等辦理

跨機關合作，受理自用汽、機車行照換發、姓名及地址

變更及駕照換發、姓名及地址變更等監理業務，達成一

處收件全程服務簡政便民的服務目標。101 年度與水上

鄉農會、新港鄉農會推動跨機關合作便民服務，期能讓

民眾能就近得到更方便、迅速的服務。 

二二二二、、、、101 年度與水上鄉農會年度與水上鄉農會年度與水上鄉農會年度與水上鄉農會、、、、新港鄉農會推動跨機關合作便新港鄉農會推動跨機關合作便新港鄉農會推動跨機關合作便新港鄉農會推動跨機關合作便

民服務民服務民服務民服務 

    為能更貼近民眾，讓監理服務能使民眾得到更方便、迅

速的服務，故推動與水上鄉、新港鄉農會跨機關合作之

駐點服務。每週固定一日於農會所在地，派員前往辦理

駕照、行照地址變更與換照、簡易交通違規罰鍰繳納等

業務，讓民眾免於舟車之苦，並且馬上收件、馬上辦好，

服務由『點』擴及為『面』，以達成簡政便民、提升服

務品質之目的。 

三三三三、、、、積極積極積極積極投入投入投入投入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政府服務品質政府服務品質政府服務品質政府服務品質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線線線線服務機關服務機關服務機關服務機關評核評核評核評核 

    本所榮獲交通部公路總局推薦參加 101 年交通部服務

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本所旋即成立各業務工作圈，

積極構思創新服務，盼能提供洽公民眾更優質之服務品

質，並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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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駕駛人駕駛人駕駛人駕駛人死亡死亡死亡死亡駕籍駕籍駕籍駕籍清清清清理及理及理及理及註註註註銷銷銷銷 

    本所自 98 年 4月份，積極進行「民國八十五年戶政未

全面電腦化前之註記資料」作業，其目的在於建立列管

駕籍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達成降低逾期換照比率，

節省公帑及減少擾民之政策。本年度至 5月底止，共清

理註銷 1,273 件。 
五五五五、、、、駕籍駕籍駕籍駕籍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檔檔檔檔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建立駕籍影像檔，具有防偽防弊、資料永久保存、全面

E 化、提升行政效率等多項功能，其目的在換補駕照

時，可比對新影像與存檔影像之特徵，相符後始可發

照，此可有效防止代考及冒名補發駕照之弊端。 

六六六六、、、、全全全全國首國首國首國首創創創創星光星光星光星光(夜夜夜夜市市市市)監理監理監理監理站站站站 

    夜市監理站自 99 年 2月起開辦每月第 2、4 週星期四至

社區、大賣場(家樂福夜市)辦理行動監理服務，提供不

同時段洽公民眾之需求服務。 

七七七七、、、、下鄉下鄉下鄉下鄉投入弱勢族群投入弱勢族群投入弱勢族群投入弱勢族群義務輔導義務輔導義務輔導義務輔導考考考考照與交通安全照與交通安全照與交通安全照與交通安全宣宣宣宣導導導導 

 （一）以行動監理車深入社區、偏遠地區等，開辦弱勢 團

體如新住民與年長不識字者機車考照，及考照前輔

導與道路交通安全宣導，並受理各項汽機車異動、

換照業務。本年度至 5月底止，總共辦理下鄉換照

3場。 

 （二）結合機關、學校、社區，辦理大型道路交通安全

宣導、大客車安全逃生演練及遊覽車乘坐安全宣導

等，讓交通安全向下紮根。本年度至 5月底止，道

安宣導共 39場，宣導人數共 7,45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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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擬訂擬訂擬訂擬訂本所下鄉本所下鄉本所下鄉本所下鄉考考考考照及照及照及照及筆試筆試筆試筆試機機機機密維護密維護密維護密維護作業要點作業要點作業要點作業要點 

為維護本所下鄕考照作業之公平、公正性，並嚴防考照

筆試資料外洩及考照過程中之舞弊或不法行為，俾兼顧

本所簡政便民及防杜流弊之目標願景，特訂定本要點。 

九九九九、、、、提提提提供國道供國道供國道供國道客運客運客運客運查詢查詢查詢查詢與與與與遊遊遊遊覽車覽車覽車覽車專專專專區之創新資訊區之創新資訊區之創新資訊區之創新資訊 

於公路總局及本所網站提供國道消費者上線查詢客運

及租乘遊覽車應行注意事項、各項行車安全、違規情

形、車輛狀況、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及乘客意外險等各

項宣導資訊。 

    十十十十、、、、建置國道建置國道建置國道建置國道及一及一及一及一般般般般公路客運動公路客運動公路客運動公路客運動態態態態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自 99 年起重新建置國道及一般公路客運動態資訊系      

統，讓原先之靜態變為動態，短期分三期，至 102 年

完成後，可提供民眾即時點選查詢公路各客運公司所

有路線、站位、票價、班車營運及班次表等資料，亦

可供民眾自行規劃旅遊路線，到處趴趴走之乘車資訊。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降低國道降低國道降低國道降低國道客運違規營業客運違規營業客運違規營業客運違規營業次數次數次數次數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10-15%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辦辦辦辦理汽車理汽車理汽車理汽車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用費用費用費用費開開開開徵及徵及徵及徵及宣宣宣宣導作業導作業導作業導作業，，，，以提以提以提以提高高高高徵收徵收徵收徵收績績績績

效效效效 

（一）為汽燃費徵收宣導，於轄區各鄉鎮市街道各懸掛宣

導布條，提醒車主按時繳納。 

（二）為促請車主依期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於公路總局

及本所網站發佈新聞稿，並於轄區內電視有限公司

以跑馬燈方式採 24小時播放暨廣播電台辦理托播。 

（三）檢送汽燃費開徵公告，請代檢廠於受理車輛檢驗作

業時，利用「加值服務網路系統」清查汽燃費繳納



嘉義區監理所 101年為民服務白皮書 

 

~ 12 ~ 
 

情形時，一併提醒車主按時繳納，以免逾期依公路

法第 75條規定被裁處罰鍰。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加強加強加強加強汽車汽車汽車汽車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用費用費用費用費欠欠欠欠費費費費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行及行及行及行及取得債取得債取得債取得債權權權權憑憑憑憑

證之證之證之證之再移送再移送再移送再移送、、、、結案等結案等結案等結案等後續後續後續後續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本年度至 5月底止，清查現有債權憑證，結案部份 269

件，債憑在移送 1,898 件，債憑總累計數為 25,136 件。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加強加強加強加強汽車汽車汽車汽車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用費用費用費用費重重重重繳繳繳繳、、、、溢繳溢繳溢繳溢繳之之之之臨櫃退臨櫃退臨櫃退臨櫃退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以以以以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退退退退費效費效費效費效率率率率 

   本年度至 5月底止，整批退費 145 件、臨櫃退費 867
件，臨櫃退費平均比率為 85.67％。 

十十十十五五五五、、、、加強無牌加強無牌加強無牌加強無牌照違規行駛車照違規行駛車照違規行駛車照違規行駛車輛輛輛輛之汽車之汽車之汽車之汽車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用費用費用費用費催催催催(補補補補)繳繳繳繳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以以以以挹挹挹挹注注注注國庫國庫國庫國庫收收收收入入入入。。。。 

十十十十六六六六、、、、加強加強加強加強汽車汽車汽車汽車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燃料使用費用費用費用費繳款繳款繳款繳款通知通知通知通知書書書書及及及及催繳書催繳書催繳書催繳書之之之之送達送達送達送達，，，，以以以以 

利利利利車主車主車主車主繳款繳款繳款繳款及及及及後續移送執後續移送執後續移送執後續移送執行作業行作業行作業行作業。。。。 

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推動嘉義縣推動嘉義縣推動嘉義縣推動嘉義縣 101 年機年機年機年機老酒老酒老酒老酒事事事事故故故故防防防防制制制制與交通安全與交通安全與交通安全與交通安全宣宣宣宣導創導創導創導創 

新工作新工作新工作新工作圈圈圈圈並並並並降低台降低台降低台降低台 18線阿里山線阿里山線阿里山線阿里山事事事事故故故故死亡率死亡率死亡率死亡率 20%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因應嘉義縣地區 A1、A2類事故居高不下，為降低台 18

線阿里山路段此類交通事故肇事率，以保障人民生命財

產安全，因此，結合嘉義縣警察局（執法）、嘉義區監

理所（監理）、嘉義縣政府教育處、社會處（教育）、

嘉義縣政府行政管理處（宣導）等機關聯合辦理院頒道

安創新工作圈之跨機關合作，共同推動嘉義縣交通安全

防護與宣導，以達人安、車安、一路平安而降低傷亡事

故之目標。期能達成降低交通事故，提升用路人行車安

全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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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八八八八、、、、訂定訂定訂定訂定「「「「交通違規案件裁交通違規案件裁交通違規案件裁交通違規案件裁決決決決及及及及強執績強執績強執績強執績效效效效評比評比評比評比作業要點作業要點作業要點作業要點」」」」，，，，

按月檢討按月檢討按月檢討按月檢討，，，，半半半半年年年年評比評比評比評比，，，，落落落落實實實實執執執執行行行行。。。。 

十十十十九九九九、、、、完成完成完成完成違違違違反道反道反道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路交通管理事件路交通管理事件路交通管理事件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行作業及行作業及行作業及行作業及債債債債權權權權

憑憑憑憑證管理證管理證管理證管理系統招系統招系統招系統招標及標及標及標及建建建建置置置置。。。。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交通違規裁處與交通違規裁處與交通違規裁處與交通違規裁處與刑刑刑刑罰罰罰罰競競競競合合合合（（（（酒後酒後酒後酒後駕車違規駕車違規駕車違規駕車違規））））、、、、及與及與及與及與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牌牌牌牌照稅照稅照稅照稅法競法競法競法競合合合合（（（（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註註註註銷銷銷銷牌牌牌牌照行駛照行駛照行駛照行駛））））案件案件案件案件專專專專案管案管案管案管制制制制。。。。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一一一一、、、、交通違規案件之交通違規案件之交通違規案件之交通違規案件之清清清清理理理理（（（（含含含含違違違違反強制責任險反強制責任險反強制責任險反強制責任險案件一案件一案件一案件一次次次次

裁裁裁裁決決決決及及及及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移送強制執行行行行）。）。）。）。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為為為為維護台維護台維護台維護台 18線阿里山風線阿里山風線阿里山風線阿里山風景區景區景區景區行車安全行車安全行車安全行車安全，，，，加強加強加強加強車車車車輛輛輛輛

路路路路邊檢查邊檢查邊檢查邊檢查及及及及製製製製作作作作「「「「行車注意事項行車注意事項行車注意事項行車注意事項」」」」宣宣宣宣導導導導摺摺摺摺頁頁頁頁。。。。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三三三三、、、、每季至每季至每季至每季至所所所所轄轄轄轄監理監理監理監理站站站站（（（（分分分分站站站站））））進進進進行裁罰及行裁罰及行裁罰及行裁罰及聯聯聯聯稽稽稽稽、、、、路路路路檢檢檢檢

業務之業務之業務之業務之稽核稽核稽核稽核，，，，以以以以杜絕杜絕杜絕杜絕弊弊弊弊端發端發端發端發生生生生。。。。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四四四四、、、、「「「「交通事交通事交通事交通事故故故故重大重大重大重大損壞損壞損壞損壞車車車車輛輛輛輛通通通通報報報報系統系統系統系統」」」」以簡化業務以簡化業務以簡化業務以簡化業務及及及及

有有有有效管理效管理效管理效管理。。。。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五五五五、、、、推推推推薦薦薦薦本所本所本所本所麻豆麻豆麻豆麻豆監理監理監理監理站站站站參參參參加第加第加第加第 10屆屆屆屆機關檔案管理機關檔案管理機關檔案管理機關檔案管理金金金金

檔檔檔檔獎評獎獎評獎獎評獎獎評獎。。。。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六六六六、、、、編撰編撰編撰編撰本所本所本所本所「「「「公路監理公路監理公路監理公路監理歷史文物歷史文物歷史文物歷史文物」」」」、、、、「「「「電子電子電子電子書書書書檔案檔案檔案檔案彙彙彙彙

編編編編」」」」、、、、編印編印編印編印「「「「尋根尋根尋根尋根之之之之旅旅旅旅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版版版版」」」」及及及及「「「「建置多媒體互建置多媒體互建置多媒體互建置多媒體互動區動區動區動區」」」」，，，，

並並並並設置設置設置設置公路監理公路監理公路監理公路監理歷史文物展示區歷史文物展示區歷史文物展示區歷史文物展示區，，，，除完整呈除完整呈除完整呈除完整呈現公路監理現公路監理現公路監理現公路監理

業務之歷史文化及業務之歷史文化及業務之歷史文化及業務之歷史文化及藝術精髄藝術精髄藝術精髄藝術精髄外外外外，，，，亦亦亦亦記載記載記載記載本所本所本所本所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歷程歷程歷程歷程，，，，

方便內外部顧客方便內外部顧客方便內外部顧客方便內外部顧客緬懷緬懷緬懷緬懷公路監理之歷史公路監理之歷史公路監理之歷史公路監理之歷史成成成成果果果果暨暨暨暨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洽洽洽洽公公公公

民眾民眾民眾民眾利利利利用用用用多媒體互多媒體互多媒體互多媒體互動區動區動區動區熟悉熟悉熟悉熟悉本所本所本所本所洽洽洽洽公公公公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及及及及進進進進行監理行監理行監理行監理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宣宣宣宣導導導導。。。。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七七七七、、、、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窗口窗口窗口窗口全全全全面顏色面顏色面顏色面顏色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動動動動線線線線指引指引指引指引。。。。將將將將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的的的的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承辦承辦承辦承辦及及及及窗口窗口窗口窗口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燈箱燈箱燈箱燈箱，，，，以以以以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的的的的特定顏色加特定顏色加特定顏色加特定顏色加以區分以區分以區分以區分，，，，設設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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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計計計地貼地貼地貼地貼，，，，貼心貼心貼心貼心引引引引導民眾導民眾導民眾導民眾洽辦洽辦洽辦洽辦業務動業務動業務動業務動線線線線，，，，使使使使洽洽洽洽公民眾公民眾公民眾公民眾者易者易者易者易

於了於了於了於了解解解解、、、、便便便便捷捷捷捷地地地地進進進進行行行行洽洽洽洽公流程公流程公流程公流程。。。。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八八八八、、、、設置兼具設置兼具設置兼具設置兼具現現現現代代代代化及人文關化及人文關化及人文關化及人文關懷懷懷懷等等等等複複複複合式合式合式合式多功多功多功多功能檔案應能檔案應能檔案應能檔案應

用閱覽區及檔案知識用閱覽區及檔案知識用閱覽區及檔案知識用閱覽區及檔案知識庫庫庫庫，，，，方便與滿方便與滿方便與滿方便與滿足足足足內外部顧客內外部顧客內外部顧客內外部顧客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閱閱閱閱覽檔案目覽檔案目覽檔案目覽檔案目錄錄錄錄及提及提及提及提供供供供檔案應用檔案應用檔案應用檔案應用加加加加值服務之值服務之值服務之值服務之需求需求需求需求，，，，以提升以提升以提升以提升

檔案應用效益與檔案應用效益與檔案應用效益與檔案應用效益與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九九九九、、、、辦辦辦辦理內外部顧客滿意度理內外部顧客滿意度理內外部顧客滿意度理內外部顧客滿意度問問問問卷卷卷卷調調調調查查查查，，，，以提升以提升以提升以提升內外部內外部內外部內外部顧顧顧顧

客之滿意度客之滿意度客之滿意度客之滿意度。。。。 

三三三三十十十十、、、、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員工員工員工員工線線線線上上上上數位數位數位數位學習學習學習學習，，，，以提升員工以提升員工以提升員工以提升員工知知知知能能能能 

約僱以上人員數位學習時數須達 5小時以上，加強宣導

並列入各單位目標管理項目（7月完成）。本所 101 年

1月 1 日至 5月 31 日止，平均數位學習時數達 59小時

（本所暨轄站公務人員數位學習總時數（26,104小時）

/本所暨轄站公務人員總數（444 人））。 

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員工員工員工員工專書選讀專書選讀專書選讀專書選讀，，，，以以以以培養讀書風氣培養讀書風氣培養讀書風氣培養讀書風氣 

（一）甄選優良心得寫作報局參加評選，列入各單位目標

管理項目，獲選者簽請給與適當獎勵（7月完成）。 

（二）為提升員工閱讀風氣、凝聚共識及向心力，促使成

員不斷產生新理念及新觀念，本年度重新訂定「公

務人員專書閱讀閱讀推廣活動獎勵計畫」。 

（三）本年度辦理導讀會、讀書會及推廣活動共計 22場。

所站踴躍報名參賽，共收作品 33 件。經內部初審

及複審後選送 12篇作品參加總局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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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積極規劃新營監理積極規劃新營監理積極規劃新營監理積極規劃新營監理站擴建站擴建站擴建站擴建公公公公共共共共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辦辦辦辦公處及公處及公處及公處及東勢東勢東勢東勢監監監監

理分理分理分理分站站站站新新新新站站站站址址址址遷建遷建遷建遷建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兩兩兩兩案案案案，，，，以提以提以提以提供供供供優質之優質之優質之優質之設設設設施服務施服務施服務施服務，，，，

分分分分 3 年年年年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三三三三、、、、加強加強加強加強各各各各單位勤惰單位勤惰單位勤惰單位勤惰管理及推動人事資管理及推動人事資管理及推動人事資管理及推動人事資料料料料之之之之正正正正確確確確性加強性加強性加強性加強

宣宣宣宣導並機動導並機動導並機動導並機動調整調整調整調整實地與電話實地與電話實地與電話實地與電話查查查查勤次數勤次數勤次數勤次數，，，，爭取爭取爭取爭取總局總局總局總局評比績評比績評比績評比績

優名優名優名優名次次次次並確實並確實並確實並確實執執執執行行行行維護維護維護維護員工人事資員工人事資員工人事資員工人事資料百料百料百料百分分分分百正百正百正百正確確確確性性性性。。。。 

三三三三十十十十四四四四、、、、因因因因應政府組織應政府組織應政府組織應政府組織改造改造改造改造機關機關機關機關改制改制改制改制、、、、業務業務業務業務移移移移撥等積極作為撥等積極作為撥等積極作為撥等積極作為

配配配配合合合合 102 年人事年人事年人事年人事改制改制改制改制及業務及業務及業務及業務移移移移撥等撥等撥等撥等涉涉涉涉及員工權益及員工權益及員工權益及員工權益相相相相關關關關

資訊之資訊之資訊之資訊之正正正正確確確確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及積極事及積極事及積極事及積極事宜宜宜宜，，，，務務務務期順利完成改制移期順利完成改制移期順利完成改制移期順利完成改制移撥及撥及撥及撥及

人力員人力員人力員人力員額配置額配置額配置額配置事事事事宜宜宜宜。。。。 

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改善男女廁改善男女廁改善男女廁改善男女廁所所所所相相相相關關關關設設設設施施施施，，，，推動優質公推動優質公推動優質公推動優質公廁專廁專廁專廁專案案案案，，，，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美美美美（（（（綠綠綠綠））））化及提化及提化及提化及提供舒適供舒適供舒適供舒適、、、、明亮明亮明亮明亮、、、、整潔整潔整潔整潔、、、、具特色具特色具特色具特色的的的的洽洽洽洽公公公公場場場場

所所所所。。。。 

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成立成立成立成立各項創新工作各項創新工作各項創新工作各項創新工作圈圈圈圈，，，，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行政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行政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行政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行政 

    效效效效率率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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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創新與為民創新與為民創新與為民創新與為民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一一一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交通事交通事交通事交通事故故故故重大重大重大重大損壞損壞損壞損壞車車車車輛輛輛輛通通通通報系統報系統報系統報系統」」」」並推行並推行並推行並推行至至至至全全全全國國國國

各公路監理機關各公路監理機關各公路監理機關各公路監理機關，，，，以以以以加強辨加強辨加強辨加強辨識及識及識及識及防防防防範矇範矇範矇範矇領牌領牌領牌領牌照之照之照之照之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二二二二、、、、建置建置建置建置「「「「大客車大客車大客車大客車無線無線無線無線傳輸傳輸傳輸傳輸錄影錄影錄影錄影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暨暨暨暨「「「「動動動動產擔產擔產擔產擔保保保保印印印印

鑑卡鑑卡鑑卡鑑卡語語語語音音音音影像數位影像數位影像數位影像數位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三三三三、、、、汽機車汽機車汽機車汽機車隨到隨隨到隨隨到隨隨到隨考考考考。。。。 

為求節省經費，因應時勢所趨，提升汽機車筆試服務

效能，提高為民服務品質，本所擬全面推動汽機車筆

試「隨到隨考」，由中華數據分公司協助建置，目前所

本部已建置完成上線運作，未來可依業務需要隨時擴

充建置。本案目前所本部、嘉義市站、台南站均已測

試完成上線，達成筆試無紙化作業。。 

四四四四、、、、建置建置建置建置路路路路考考考考 follow me 汽車路汽車路汽車路汽車路考考考考動動動動態指引系統態指引系統態指引系統態指引系統。。。。    

    於候考區設置觸控式螢幕讓民眾自由點選瀏覽「動態路

考導引」，並可瀏覽考試規則、扣分標準，新增錯誤態

樣類型及貼心小叮嚀，提供更貼心便民的訊息服務並提

高及格率。 

五五五五、、、、壽壽壽壽星星星星駕駕駕駕到到到到，，，，考考考考照照照照溫馨溫馨溫馨溫馨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於於於於當日壽當日壽當日壽當日壽星考取星考取星考取星考取駕照時駕照時駕照時駕照時，，，，由由由由

同同同同仁仁仁仁給予誠懇祝給予誠懇祝給予誠懇祝給予誠懇祝福福福福小贈禮小贈禮小贈禮小贈禮及及及及叮嚀叮嚀叮嚀叮嚀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交通安全相相相相關事關事關事關事

項項項項。。。。 

六六六六、、、、客客客客製製製製化化化化到到到到府服務府服務府服務府服務身身身身心心心心障礙障礙障礙障礙民眾民眾民眾民眾換換換換發發發發駕照駕照駕照駕照。。。。 

七七七七、、、、稅費稅費稅費稅費聚寶盒聚寶盒聚寶盒聚寶盒-建置建置建置建置稅費資稅費資稅費資稅費資料料料料交交交交換平換平換平換平台台台台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簡化資簡化資簡化資簡化資料料料料蒐蒐蒐蒐

集集集集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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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簡訊傳簡訊傳簡訊傳簡訊傳遞遞遞遞、、、、機機機機不不不不可失可失可失可失。。。。 

    運用行動電話以手機簡訊功能之簡便迅速特性，傳達駕

駛人及車主如道安講習、新車檢驗、逾期審驗、汽燃費

通知之訊息，將可大幅提升訊息傳達之效力。 

九九九九、、、、建置國道建置國道建置國道建置國道及一及一及一及一般般般般公路客運動公路客運動公路客運動公路客運動態態態態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自 99 年起重新建置國道及一般公路客運動態資訊系

統，讓原先之靜態變為動態，短期分三期，至 102 年

完成後，可提供民眾即時點選查詢公路各客運公司所

有路線、站位、票價、班車營運及班次表等資料，亦

可供民眾自行規劃旅遊路線，到處趴趴走之乘車資訊。 

    十十十十、、、、節節節節能能能能省省省省本本本本好好好好領領領領證證證證—建置建置建置建置危危危危險險險險物品物品物品物品臨臨臨臨時通行證運時通行證運時通行證運時通行證運送送送送車車車車令令令令 

        及人員及人員及人員及人員系統檢核系統檢核系統檢核系統檢核。。。。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簡化簡化簡化簡化遊遊遊遊覽車客運業以年度營業覽車客運業以年度營業覽車客運業以年度營業覽車客運業以年度營業額額額額申申申申請增請增請增請增加加加加車車車車額額額額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公文之處理效公文之處理效公文之處理效公文之處理效率率率率，，，，俾俾俾俾使使使使業業業業者者者者的申的申的申的申請請請請期期期期間間間間縮縮縮縮 

      短短短短。。。。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公路總局公路總局公路總局公路總局指指指指示示示示對對對對運輸業運輸業運輸業運輸業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法法法法規規規規再再再再重新重新重新重新檢檢檢檢視視視視，，，，積極積極積極積極配配配配

合時合時合時合時勢勢勢勢與業與業與業與業者需求者需求者需求者需求，，，，讓讓讓讓法法法法令令令令規規規規定定定定符符符符合政府管理與業合政府管理與業合政府管理與業合政府管理與業者者者者的的的的

經經經經營營營營。。。。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因因因因應民應民應民應民國國國國 100 年年年年司司司司法法法法院院院院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將將將將聲聲聲聲明明明明異異異異議救濟議救濟議救濟議救濟程序程序程序程序改改改改依依依依

行政訴行政訴行政訴行政訴訟訟訟訟程序程序程序程序，，，，由由由由各地方各地方各地方各地方法法法法院院院院行政訴行政訴行政訴行政訴訟庭審訟庭審訟庭審訟庭審理理理理，，，，適適適適時時時時調調調調

整整整整人力結構並積極人力結構並積極人力結構並積極人力結構並積極培養培養培養培養人員訴人員訴人員訴人員訴訟訟訟訟專專專專業業業業。。。。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繳繳繳繳費費費費 fun輕鬆輕鬆輕鬆輕鬆—輔導輔導輔導輔導辦辦辦辦理汽理汽理汽理汽燃燃燃燃費費費費轉轉轉轉帳帳帳帳繳繳繳繳費申費申費申費申請請請請，，，，感動感動感動感動

服務主動服務主動服務主動服務主動出擊出擊出擊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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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1 月間請資訊室挑檔上年度新領牌照車輛及牌照 

    稅已辦轉帳者，主動寄發轉帳申請書。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加強加強加強加強提提提提升升升升檔案應用意識檔案應用意識檔案應用意識檔案應用意識，，，，定期辦定期辦定期辦定期辦理行銷理行銷理行銷理行銷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未來本所將採多元化推廣方式，將豐富的檔案加以分         

        類，並透過閱覽、媒體報導、有獎徵答、文宣資料及 

        於 Facebook建置嘉義區監理所專區等方式辦理此類活 

        動，以提升顧客應用興趣。 

十十十十六六六六、、、、加強加強加強加強各各各各媒體媒體媒體媒體對對對對公路監理業務簡政便民公路監理業務簡政便民公路監理業務簡政便民公路監理業務簡政便民、、、、交通安全及檔交通安全及檔交通安全及檔交通安全及檔

案應用案應用案應用案應用宣宣宣宣導導導導並與民眾並與民眾並與民眾並與民眾雙雙雙雙向向向向互互互互動動動動辦辦辦辦理理理理有獎有獎有獎有獎徵徵徵徵答活答活答活答活動動動動。。。。 

        持續與轄區公益電台、有線電視台、平面媒體、本所 

        LED、廣播電台合作辦理空中監理站主動接近民眾，加 

        強汽車燃料費徵收、相關法令及服務、交通安全之宣 

        導並辦理空中監理讚，大家一起來開(講)獎系列活動。 

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汽車汽車汽車汽車檢檢檢檢驗驗驗驗、、、、學習學習學習學習開開開開車車車車 easygoeasygoeasygoeasygo！！！！    

      利用 APP 程式，提供民眾手機上網搜尋，各汽車代

檢廠、駕訓班位置。 

十十十十八八八八、、、、積極推動感動服務營積極推動感動服務營積極推動感動服務營積極推動感動服務營造造造造民眾滿意民眾滿意民眾滿意民眾滿意。。。。 

訂定本所暨轄站推動感動服務「最佳感動服務人員及

感動服務機關選拔計畫」，積極推動溫馨優質服務，

激發同仁自發性的感動服務熱忱，營造鄉親滿意百分

百。 

    十十十十九九九九、、、、檔案管理與應用之中檔案管理與應用之中檔案管理與應用之中檔案管理與應用之中長長長長程程程程計畫計畫計畫計畫（（（（99-106 年年年年））））。。。。 

（一）中程計畫（99-104 年） 

1、配合 99 年 5月份公文管理系統改版增列功能，將

公文系統 87 年至 97 年間（約 251,532 件）之公文

主旨意旨及語意不清（足）及頁數等欄位資料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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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以提供同仁調案查詢之可用性及執行檔案銷

毀作業之可行性。 

2、配合實施新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檢討 89-96

年間原列永久保存（26,150 件）之檔案。 

3、持續檢討陳年密件之檔案（81-92 年共計 192 件）。 

4、因應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組改及合併之檔案移交接

管，訂定「檔案接管作業計畫」成立專案小組，依

擬訂作業期程於 100 年 12月 31 日前順利完成移交

接管事宜。 

5、運用多元行銷方式，提高民眾應用檔案成效。 

6、為型塑檔案管理專業體系，除推廣檔案管理局教育

學習館之數位學習外，推派所屬檔案管理人員參加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辦理之檔案管理專

業訓練班取得檔案管理專業證照，以提昇檔案管理

效能。 

（二）長程計畫（99-106 年） 

1、本所公文管理系統由公路總局統籌規劃辦理，為使

檔案數位化以提昇檔案應用之便利，建請公路總局

規劃紙本檔案掃瞄之建置作業。 

2、為有效利用檔案庫房空間及減少保管成本，將己屆

保存年限之定期檔案辦理銷毀計畫及銷毀目錄作

業。 

3、辦理已屆 25 年之永久檔案移轉作業。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於於於於本所大本所大本所大本所大門左側門左側門左側門左側路路路路口口口口處處處處建建建建置置置置機車機車機車機車、、、、老老老老人人人人、、、、酒酒酒酒駕駕駕駕、、、、禮讓禮讓禮讓禮讓

行人行人行人行人入口入口入口入口意意意意象象象象，，，，加強加強加強加強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宣宣宣宣導導導導，，，，促促促促進進進進汽車駕駛人汽車駕駛人汽車駕駛人汽車駕駛人

及行人及行人及行人及行人遵守遵守遵守遵守交通安全規交通安全規交通安全規交通安全規則則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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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執執執執行行行行 5 合合合合 1 機機機機老酒老酒老酒老酒通事通事通事通事故故故故防防防防制制制制與交通安全與交通安全與交通安全與交通安全宣宣宣宣導創新導創新導創新導創新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圈圈圈圈。。。。    

     本所與嘉義縣政府共同辦理，深入社區以行動劇演出

宣導共計辦理 67場次，宣導 9602 人次，降低 A1類

事故。並辦理「超夯宣導標語」「機老酒動畫短片」

及「安康海報設計」等競賽，開放由機關學校及社區

人員製作作品參與評選。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二二二二、、、、公路監理公路監理公路監理公路監理 e 化創新化創新化創新化創新。。。。 

 

 

 

 

 

編號 研究計畫名稱 
研究單

位 
研究人員 

研究期程 

（起～迄） 

研究 

經費 

（仟

元） 

備 

註 

1 

 

申訴加值服務-手

機查詢違規申訴進

度so easy 

臺 南 監

理站 

方 玉 山 、 蔡 燕

玲、李國德 

10101-10112 0  

2 

 

便捷檔案調卷與語

音導引定位系統  

麻豆監

理站 

郭山林、林文

華、洪廣誠、汪

炳志、莊美華、

單中書 

10101-10110 30 仟

元 

經費

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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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本所十大工作目標本所十大工作目標本所十大工作目標本所十大工作目標 

一、提升機車換照及汽燃費徵收之精進作為，以提高徵收績效。 

二、持續執行跨機關合作之便民措施。 

三、持續下鄉服務與輔導弱勢者考照。 

四、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 

五、提升汽(機)車燃料使用費之徵收率 90%以上。 

六、提升違規案件裁處率 90%以上及時程與 102 年 1月 1 日前 

    移撥交通違規業務由地方政府接管。 

七、研提各項 e化創新服務。 

八、推動感動服務小故事。 

九、積極投入參與政府服務品質獎受評。 

十、督導麻豆監理站參加行政院金檔獎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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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本所本所本所本所六大工作六大工作六大工作六大工作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一、提升高滿意度服務 90％以上。 

二、塑造感動服務，主動發揮創意。 

三、完成政府服務品質獎各項規劃與執行成果暨參加交通部服 

    務品質獎。 

四、完成麻豆監理站參與行政院金檔獎各項規劃與執行成果。 

五、降低嘉義縣（含阿里山公路）交通事故率。 

六、培育公路公共運輸發展專業人才，健全公路客運營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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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拾、、、、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公路監理機關職司汽機車管理、汽機車駕駛人管理、汽

車運輸業管理、稅費徵收及違規裁罰等業務，每天面對眾多

民眾前來辦理各項監理業務，因此，本所全體員工均全心全

力投入為民服務工作的行列，戮力實現我們承諾的服務目標

與服務品質各項政策，且很誠懇、熱心、親切地解決民眾的

需求與問題，唯有不斷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始能

提高內外部顧客滿意度，讓內外部顧客都能深切感動每一位

公路監理人員溫馨熱情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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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交交交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作業要點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作業要點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作業要點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作業要點 

一、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以下簡稱本所）依行政

程序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為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影（以下簡稱閱覽）有關本所政府資訊或卷宗

之相關事項，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所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程序： 

(一)申請人資格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本所申請閱覽、抄寫、複

印、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

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二)申請限制 

本所對前款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

絕： 

1、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2、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

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3、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

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4、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5、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

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三)前款第二目及第三目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 

覽。 

(四)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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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身分証明文件，如委任代理人申請，應

另提出委任書。 

2、本所受理申請案件，應自收受申請書起十五日內

為准駁，並依下列各款規定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雙

掛號方式通知申請人： 

(1)經核准閱覽者應載明閱覽時日及處所。 

(2)經同意付予資料應附收費標準及所申請之政

府資訊或卷宗之影本。 

(3)駁回申請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3、前項准駁之時限，必要時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

不得逾十五日，如涉及收費，應將收費標準告知。 

（五）收費標準及方式： 

1、本所已印製完成之政策宣導品（含文書、錄影帶、

光碟）、允許下載之網站電子檔，免予收費。除前

項資料外，得予收費，其收費標準如下： 

(1)已定售價者：依所定之售價收費。 

(2)未定售價者：依交通部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所發布「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費－一政府資

訊重製或複製收費標準表）。 

2、收費方式：申請人以現金至本所出納室繳費。 

三、申請人應依本所指定時間到達指定處所，經本所業務主

管單位核驗身分證明文件及本所通知書，於申請閱覽政

府資訊或卷宗登記簿上簽名或蓋章，於繳納費用，並簽

署同意書，保證遵守規定後，向本所承辦單位人員洽閱

政府資訊或卷宗。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本所得拒

絕提供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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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人閱畢後應於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清單上簽名

或蓋章，並將原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交還本所承辦人

員點收。 

五、申請人欲撤回申請或無法於指定時間到達指定處所，至

遲應於屆期前一日通知本所，但不可歸責於當事人或其

他特殊原因者，不在此限。 

六、申請人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每次時間以二小時為

原則，有正當理由者，得延長半小時。 

七、同一案件申請閱覽次數以一次為限，但經審酌確有正當

理由者，得准予續閱。 

八、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者，應依本所指定時間、處所

為之，並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將政府資訊或卷宗攜出閱卷處所。 

(二)對於政府資訊或卷宗不得添註、塗改、更換、抽取、

圈點、污損、竊取或作其他記號。 

(三)政府資訊或卷宗不得拆散、重組，應照原狀存放。 

(四)政府資訊或卷宗不得私自拷貝、抄錄。 

(五)不得有喧嘩或其他妨礙秩序之行為。 

(六)禁止攜帶食物、飲料、刀片、墨汁、修正液等易污損

政府資訊、卷宗之物品。 

(七)不得進入本所檔案作業處所。 

本所人員如發現申請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立即制止，並終

止其閱覽行為，並紀錄之；如情節重大涉及刑事責任者，移

送檢察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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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公路監理歷史文物檔案區注意事項公路監理歷史文物檔案區注意事項公路監理歷史文物檔案區注意事項公路監理歷史文物檔案區注意事項 

一、為開放嘉義區監理所公路監理歷史文物檔案展示區(以下簡

稱本所或展示區)，讓民眾及現職同仁免費參觀，並提供相

關服務及維護參觀秩序，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開放參觀時間：每週一至每週五上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 

三、申請參訪窗口：秘書室承辦人鍾小姐或本所服務中心，電

話：05-3623939轉 195、05-3623939轉 9。 

四、本展示區管理單位為本所秘書室。應指派專人管理、服務

與相關文物檔案維護，並得指派營裁課專人辦理之。 

五、參觀注意事項： 

（一）參觀民眾或同仁請注意服裝儀容之整齊，不得赤膊或

穿著汗衫、背心等，並不得攜帶物品參觀，以維護文

檔之完整與安全。 

（二）請勿攜帶寵物、危險物品、雨傘、食物及長形物進入

展示區。 

（三）嚴禁抽菸、嚼食口香糖、零食及檳榔或相關飲食等。 

（四）請勿高聲喧嘩，隨地吐痰及亂拋紙屑等，以免妨礙他

人參觀及維護環境衛生。 

（五）參觀時嚴禁攀爬、跑跳、觸摸、敲擊各展示之模型及

史料文物，如有損壞或偷竊行為需負賠償責任，並依

法究辦。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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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者基於業務需要，如需參展檔案或於展場攝影、

錄音、錄影等，應經承辦單位或引導人員之同意外，

不得擅自為之。 

（七）本所展示之各項歷史文物檔案，婉謝借（租）用，敬

請諒察。 

（八）開放參觀日如遇國定假日或颱風、天災等宣布停止上

班時，即暫停開放。 

六、本所公路監理歷史文物檔案展示區，分為辦公大樓 1樓及 4

樓兩個處所，相關文物檔案之陳列、展示、管理與維護，

採交岔互換方式展示，並由秘書室派專人辦理，個人或團

體參訪出入該展示區均應設簿登記列管。 

七、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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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汽汽汽、、、、機車各項登記說明機車各項登記說明機車各項登記說明機車各項登記說明申請項目 應   備   證   件 規   費 備   註 

新領牌照新領牌照新領牌照新領牌照 

一.身分證明文件︰ 

1. 個人名義︰國民身分證或軍人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正    本 

2.公司、行號︰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正本，並請提具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3.機關、團體︰機關、團體證明文件並提具財稅機關編 發之統一編號 

4.應檢具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二.印章 三.經檢驗合格之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二張 四.新領：1.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國產車)或海關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出廠證(進口車) 

2.統一發票(國產車註明引擎及車身號碼，進口車註明引擎或車身號碼) 重領：1.繳、註、吊銷書 

2.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3.非原車主領牌應檢附蓋妥雙方印章之過戶書及原車主身分證件 五.領牌車主名義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日以上) 

一.檢驗費： 大型車 600元 小型車(拖車)450元 機車 200元 二.號牌費： 汽車 600元 機車 300元 拖車 400元 三.選號費：除標牌之號碼外，餘汽車每號 2000元，機車 1000元。 四.行照費： 汽(拖)車 200元 機車 150元 五.機車應同時繳二年燃料費 

一.公司、行號如繳驗之證明文件為影本者，應加附最近一期之營業稅繳納證明文件影本，機關團體繳驗之證明文件為影本者，應加附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二.應先結清稅費(含當年期)及違規 三.有動保設定車輛重領牌照時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並繳納規費 450元，不得越區辦理。 四.各式車輛應依規定之實施時程辦理車輛型式審驗合格方可登檢領照。 五.營業車、流當車、大自車、自用貨車、法院點交車輛及其他受管制或特殊車輛，各依該相關規定辦理。 

過戶過戶過戶過戶 

一.雙方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如非車主親自辦理，另繳驗車主有效之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或護照等第二證明文件(新、舊車主均視為車主，如任一方未親自辦理者，均需另繳驗第二證件，如第三者代為辦理者，新、舊車主均需示出第二證明文件)，另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代辦人需繳驗身分證。 二.蓋妥雙方印章之汽(機)車過戶登記書二張 三.行車執照 四.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機車免) 五.新車主名義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日以上) 

一.行照費： 汽(拖)車 200元 機車 150元 二.機車行照到期應同時繳納二年燃料費 

一.應先結清稅費(含當年期)及違規 二.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驗合格 三. 汽車出廠 10年以上、機車出廠 

   5 年以上，過戶應先經臨時檢驗合格(但汽車於 1 個月內或機車於 3 個月內已參加定期或臨時檢驗合格者免)。 四.有動保設定車輛應辦妥塗銷後方可辦理。 

繳銷繳銷繳銷繳銷 

一.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二.行車執照 三.號牌二面(機車乙面)或警方開具車牌遺失證明單(如遺失一面,另一面應同時繳回) 四.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免費 一.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二.有動保設定者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不得越區辦理。 

補行照補行照補行照補行照、、、、補牌照登補牌照登補牌照登補牌照登記書記書記書記書 

一.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二.印章 三.原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補發行照) 四.行車執照(補牌照登記書) 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補牌照登記書免.保險迄日需逾 30日以上) 

一.行照費︰ 汽(拖)車 200元 機車 150元 二.登記書︰15元 

一.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二.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驗合格 三.機車行照到期應同時繳納二年燃料費 四.牌照登記書及行照同時遺失者不得越區辦理。 五.有動保設定之車輛補牌照登記書時，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不得越區辦理。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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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變更變更變更 

一.行車執照 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日以上) 三.原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機車免) 四.變更車主名稱及地址 

1.國民身分證(個人)正本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公司行號個人變更地址得以戶口名簿辦理) 

2.印章 

3.有動保設定者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 五.變更車身式樣、座位、顏色等 

1.經檢驗合格之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 

2.統一發票(變更顏色如係噴漆者免) 

3.貨物稅完(免)稅證明(變更顏色免) 

一.行照費︰ 汽(拖)車 200元 機車 150元 二.機車行照到期應同時繳納二年燃料費 三.有動保設定者加收變更費 450元 

一.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二.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驗合格 三.變更檢驗後應於一個月內在檢驗之監理機關辦妥變更登記。 四.有動保設定之車輛，不得越區辦理。 

換照換照換照換照 
一.行車執照 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 

行照費： 汽(拖)車 200元 機車 150元 

一.應先結清燃料費及違規 二.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驗合格 三.機車應同時先繳納二年燃料費 報廢報廢報廢報廢 

一.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二.行車執照 三.號牌二面(機車乙面)或警方開具車牌遺失證明單(如遺失一面，另一面應同時繳回) 四.原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機車免) 

免費 一.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二.廢車回收專廢車回收專廢車回收專廢車回收專線線線線：：：：0800-085-717 

定檢定檢定檢定檢 

一.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自用小型車免) 二.行車執照 三.強制汽車責任險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日以上) 

檢驗費： 大型車 600元 小型車 450元 拖車 450元 

一.應先結違規。 二.有違規第十七條且逾七個月以上之車輛，不得至代檢廠檢驗。 

停停停停、、、、復駛復駛復駛復駛 

一.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二.行車執照(停駛) 三.號牌二面(停駛) 四.停駛登記書(復駛) 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復駛.保險迄日需逾 30日以上) 

免費 

(停駛如逾定檢期，應繳逾檢罰款，小自車為 900元，其他車種依裁罰基準表金額) 

一.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二.復駛如屆(逾)定檢期或停駛三個月以上，應經檢驗合格。 三.停駛不得超過一年,逾期註銷牌照。 四.有動保設定之車輛,不得越區辦理。 遺損換牌遺損換牌遺損換牌遺損換牌 

一.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二.印章 三.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四.損壞之號牌二面(機車乙面)或車牌遺失證明單(如遺失一面，另一面應同時繳回) 五.行車執照 六.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日以上) 

號牌費︰ 汽車 600元 機車 300元 

一.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二.車輛應經檢驗合格 三.有動保設定者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並繳納規費 450元。 四.有動保設定之車輛，不得越區辦理。 

註銷註銷註銷註銷 

一.車輛失竊(尋獲)註銷或刑事案件註銷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3.行車執照 

4.警方開具之車輛失竊(尋獲)證明單或刑事案件失車證明 

5.號牌(車輛尋獲,號牌未尋獲者免) 二.車輛不過戶註銷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印章 

3.催辦過戶之登報二份或已送達催告過戶存證信函 三、逾檢註銷或條例易處註銷執行： 

1.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2.行車執照 

3.號牌(遺失者請附車牌遺失證明單) 

免費 一.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二.不過戶註銷之登報，應將車號、買受人及原車主名稱、轉讓行為及限七日內辦理過戶之內容刊登報紙一天，第八日後方可辦理。 三.有動保設定車輛應辦妥塗銷後方可辦理車輛失竊註銷。 四.牌照登記書及行照同時遺失者不得越區辦理。 五.不過戶註銷不得越區辦理。 六.條例易處註銷車輛應於註銷牌照滿六個月始得重新登檢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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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過戶繼承過戶繼承過戶繼承過戶 

一.行車執照 二.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三.遺產稅完(免)稅證明書(機車免) 四.繼承證明(法院認證書或財產分割協議書或家族會議決議書及全戶戶籍謄本) 五.繼承人身分證、印章 六.繼承人名義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日以上) 

一.行照費： 汽車 200元 機車 150元 二.機車行照到期應同時繳納二年燃料費 

一.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二.汽車如屆(逾)定檢期,應經檢驗合格 三.十年以上老舊車輛應先臨檢合格
(但汽車於 1 個月內或機車於 3個月內已參加定期或臨時檢驗合格者免)。 動保塗銷動保塗銷動保塗銷動保塗銷 

一.債權人開立之清償證明書 二.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三.原動保設定申請書二份 四.動保塗銷申請書三份 

免費 動保塗銷登記不得越區辦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營業車、流當車、大自車、自用貨車、法院點交車輛及其他受管制或特殊車輛，各依該相關規定辦理。 二、公司、行號解散或歇業，請檢附解散或歇業證明連同負責人或清算人或承受人身分證明文件辦理異動手續。 三、辦理各項異動登記，均應依規定先結清稅費及違規，如於開徵期後三個月內辦理登記，請檢附繳納收據。 四、越區辦理各項異動登記，依「全國公路監理電腦越區異動連線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五、車輛曾失竊，整車(含號牌)尋獲者，無須辦理註銷另須「臨時檢驗」合格後，方可辦理相關業務。 六、如因法令修訂，應依新規定辦理。 

洽詢電話︰ 汽車領牌(05)362-3939轉 106                汽車異動(05)362-3939轉 101、104、105 汽車動保(05)362-3939轉 102                汽車檢驗(05)362-3939轉 111 通信作業(05)362-3939轉 891~893 語音電話 412-1111用戶碼 167#(換照)  168#(違規罰款)  169#(汽燃費) 電子公路監理網：www.mvdis.gov.tw                   本所網站 www.cy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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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駕駛人各項登記應備證件一覽表 

            

              辦理項目  

 

   應備證件 

換

發

駕

駛

執

照 

遺

失

補

發

駕

駛

執

照 

申

領

學

習

駕

照 

駕

駛

人

變

更

登

記 

軍

照

換

普

照 

職

普

駕

照

互

換 

職

業

駕

照

審

驗 

核

發

國

際

駕

照 

外

國

照

換

本

國

照 

國民身分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身分證明   ˇ ˇ    ˇ ˇ 

原領駕照 ˇ   ˇ ˇ ˇ ˇ ˇ ˇ 

印章(可用簽名代替)  ˇ        

 一張 ˇ    ˇ ˇ   ˇ 

二張  ˇ ˇ ˇ    ˇ  

戶政機關更改證明文件    ˇ      

退役換照證明     ˇ     

體格檢查合格之體檢表       ˇ   

經體檢合格之汽（機）車駕駛執照登記

書(申請書)。 
  ˇ  ˇ ˇ   ˇ 

互惠國外國駕照及駕照驗證         ˇ 

護照或與護照相同之英文名字        ˇ  

護照         ˇ 

 

相片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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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身分證明： 

申領學習駕照申領學習駕照申領學習駕照申領學習駕照可檢附國民身分證或軍人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或外國

護照及明確記載居住處所之證明文件，如出入境、流動戶口申報單。 

申辦駕駛人變更登記申辦駕駛人變更登記申辦駕駛人變更登記申辦駕駛人變更登記、、、、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及換領國際駕照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及換領國際駕照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及換領國際駕照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及換領國際駕照可檢附國

民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明。 

2、軍照換普照及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軍照換普照及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軍照換普照及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軍照換普照及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所檢附之駕照登記書需體格檢查合

格且效期間為一年。 

3、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 

大陸地區大陸地區大陸地區大陸地區所發駕駛證，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 

其他國家或地區其他國家或地區其他國家或地區其他國家或地區所發駕照應經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

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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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運輸業相關申請作業應備文件汽車運輸業相關申請作業應備文件汽車運輸業相關申請作業應備文件汽車運輸業相關申請作業應備文件 

一一一一、、、、申辦籌設應備文件申辦籌設應備文件申辦籌設應備文件申辦籌設應備文件：：：： 

(一)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一式三份逕向各所（站）、服務中

心、運輸業管理課（股）洽取或上網下載。 

(二)負責人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二二二、、、、申辦立案應備文件申辦立案應備文件申辦立案應備文件申辦立案應備文件：：：： 

(一)汽車運輸業立案申請書一式三份逕向各所（站）、服務中

心、運輸業管理課（股）洽取或上網下載。 

(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 

(三)公司章程或合夥人契約書一份。 

(四)股東或合夥人名冊一份。 

(五)事務所及停車處所核准文件影印本各一份。 

(六)委託修護保養契約書及保養廠商之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一份。 

(七)購置車輛證明文件及清冊一份。 

(八)股東（或合夥人）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 

三三三三、、、、申辦開業應備文件申辦開業應備文件申辦開業應備文件申辦開業應備文件：：：： 

(一)開業申請書（函）一份。 

(二)汽車新領牌照清冊一份及公會核發之有效會員證影本。 

四四四四、、、、申辦增車應備文件申辦增車應備文件申辦增車應備文件申辦增車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一份（敘明增車之種類、型式及輛數）。 

(二)遊覽車客運業增購全新車輛應檢具稅捐機關最近一年內

報稅證明。 

(三)當地該業同業公會核發之有效會員證書影本。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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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申辦營業車輛過戶應備文件申辦營業車輛過戶應備文件申辦營業車輛過戶應備文件申辦營業車輛過戶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當地該業同業公會核發之有效會員證書影本。 

 六六六六、、、、申辦營業汽車繳銷牌照應備文件申辦營業汽車繳銷牌照應備文件申辦營業汽車繳銷牌照應備文件申辦營業汽車繳銷牌照應備文件：：：： 

   (一)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二份（向各所、站服務中心洽取）。 

   (二)行照、號牌、車籍資料、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七七七七、、、、申辦汽車替補手續應備文件申辦汽車替補手續應備文件申辦汽車替補手續應備文件申辦汽車替補手續應備文件：：：： 

   (一)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二份逕向各所、站服務中心洽取。 

   (二)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八八八八、、、、申辦變更負責人申辦變更負責人申辦變更負責人申辦變更負責人、、、、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公司名稱應備文件公司名稱應備文件公司名稱應備文件公司名稱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股東或合夥人同意書（股份有限公司則為會議紀錄）一份。 

   (三)平面位置圖（變更負責人、公司名稱者免填）。 

   (四)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一份（變更負責人、公司名稱者免

附）。 

   (五)房屋租賃契約一份（變更負責人、公司名稱者免填）。 

   (六)新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變更地址、公司名稱者免

附）。 

   (七)當地該業同業公會核發之有效會員證書影本。 

 九九九九、、、、各項變更辦妥商業登記後各項變更辦妥商業登記後各項變更辦妥商業登記後各項變更辦妥商業登記後，，，，申辦換發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或簽申辦換發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或簽申辦換發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或簽申辦換發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或簽

證證證證 

   (一)申請書一份。 

   (二)變更登記卡影本一份。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 

   (四)公司章程或合夥契約。 

   (五)原領之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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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申辦設置停車處所應備文件申辦設置停車處所應備文件申辦設置停車處所應備文件申辦設置停車處所應備文件：：：： 

   (一)汽車運輸業設置停車處所申請書逕向各所（站）運輸業管理

課（股）洽取。 

   (二)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如係租用或借用者另須附契約書）。 

   (三)地籍圖謄本。 

   (四)土地登記簿謄本。 

   (五)土地分區使用證明。 

   (六)停車處所位置平面關係圖。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申辦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登記應備文件申辦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登記應備文件申辦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登記應備文件申辦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登記應備文件：：：： 

   (一)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申請書、駕駛執照違規計點吊扣調查

表、素行調查表、切結書、經歷證明書各一份（各所、站免費

供應）。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小客車職業駕駛執照正、反面影本。 

   (四)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正、反面影本。 

   (五)二吋相片二張。 

   (六)印章。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申辦計程車設置無線電台應備文件申辦計程車設置無線電台應備文件申辦計程車設置無線電台應備文件申辦計程車設置無線電台應備文件：：：： 

   (一)計程車專用無線電架設許可證電台執照申請書（各所、站免

費供應）。 

   (二)營運計劃書（各所、站免費供應）。 

   (三)基地台所在地之同一計程車營業區域內，計程車所有人架設

車台之意願同意書或駕駛人切結書二百輛份以上（其屬省轄區

域計程車數量較少者得酌予降低為一百五十輛份以上）。 

   (四)計程車無線電車裝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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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申辦停申辦停申辦停申辦停（（（（歇歇歇歇））））業手續應備文件業手續應備文件業手續應備文件業手續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股東或合夥人同意書（股份有限公司檢附股東會議紀錄）一

份。 

   (三)原領之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申辦復業應備文件申辦復業應備文件申辦復業應備文件申辦復業應備文件：：：： 

   (一)復業申請書。 

   (二)股東會議紀錄。 

   (三)停車場設置資料及車輛修護廠商合約書並附修護廠之登記

證明影本。 

   (四)增車或購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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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區監理所各課室服務電話嘉義區監理所各課室服務電話嘉義區監理所各課室服務電話嘉義區監理所各課室服務電話（（（（含總機與傳真含總機與傳真含總機與傳真含總機與傳真））））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廿九號 

總機【語音】：05-3623939 

違規罰鍰劃撥帳號：03788170 

通信劃撥帳號：車籍:03365007  駕籍:31515150 

單 位 專線電話 分 機 單 位 專線電話 分 機 單 位 專線電話 分 機 

所  長 3628166 191 
運管課

課長  
3628603 301  

資訊室

主任  
3628199 701 

業務副

所長  
3628266  192  

運輸業

申訴 
3628623 302 

資訊業

務 
  702~703 

技術副

所長 
3628366 193 

運輸業

管理  
  303~304 

資訊室

傳真 
(05)3628299      

視察室 3628620 195 
運管課

傳真 
(05)3628613         

服務台 3628600 881~883    
會計室

主任  
3628609 851 

接待室   196 
稅管課

課長 
3628604 401 

會計業

務 
  852~856 

車管課

課長 

3628601 
101 

稅費查

詢 
  402~403 

會計室

傳真 
(05)3628619      

動產擔

保 
  102 

退費查

詢 
  404       

車籍資

料 
  103  

駐所公

庫 
  885 

人事室

主任 
3628607 861 

車輛管

理業務 
  104    

人事業

務 
  862~866  

大小自

客貨 

申請 

  105  
自裁課

課長 
3628605 501 

人事室

傳真  
(05)3628617       

新發牌

照 
  106 

違規查

詢  
   502        

車輛檢

驗 
3628651 111 

強制險 

一次裁

罰 

  503 
政風室

主任  
3628608 871 

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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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定

檢 
  112  

違規綜

合業務 
  504 

政風業

務 
  872~874 

車輛異

動窗口 
  114 

語音專

線 
3628625  

政風室

傳真 
(05)3628618      

檢驗收

費 
  115 

營裁課

課長 
3628606 601 

秘書室

主任  
3622828 801  

車籍通

信 
3628621 891 

違規查

詢 
  602 

總收發

文 
  802 

駕籍通

信 
  892 

違規綜

合業務 
  603 

總財産

管理 
  803 

車管課

傳真 
(05)3628611    

裁罰課

傳真 
(05)3628615   

營繕工

程 
  804 

      
事務採

購 
  805  

駕管課

課長 
3628602 201 

雲林監

理站 
(05)5335892  出納室   811 

駕訓班

管理 
  202 傳真 (05)5330150  檔案室   821 

駕籍資

料室  
  203 

嘉義市

監理站 
(05)2770150  

司機休

息室 
  831~832 

報名窗

口 
  204 傳真 (05)2787623   

第一會

議室 
  807 

道安講

習室 
  211 

新營監

理站 
(06)6352845   

第二會

議室  
  808 

筆試室     221  傳真 (06)6335107   
秘書室

傳真 
(05)3622333  

駕管課

傳真 
(05)3628612   

麻豆監

理站 
(06)5723181      

   傳真 (06)5722220     

   
臺南監

理站 
(06)2696678     

   傳真 (06)2697627     

   
東勢監

理分站 
(05)6991100     

   傳真 (05)699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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