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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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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政策目標與服務品質 

一、政策目標 

（一）以親民、便民、簡政、防弊、安全及檔案管理與

應用施政目標為主。 

（二）以 e 化創新、知識管理、組織學習、跨機關合作、

紓解員工壓力、提升內外部顧客滿意度施政目標

為輔。 

（三）宏觀施政、展望便民、文檔重現、珍貴分享。 

二、服務品質 

（一）以熱忱地服務內外部顧客為導向，並親切關心與

照顧內外部顧客之福祉、權益為優先。 

（二）以用心、細心、愛心、關心、安心、貼心等六心

級的優質服務，確實提升服務品質與行政效能。 

（三）提升檔案管理之服務、行銷、應用、分享價值與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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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所組織架構與服務區域 

一、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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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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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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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所服務項目 

一、車輛管理：汽、機車檢驗、新領牌照、車籍各項異動登

記、補行照、動保登記等業務。(轄區代檢

廠資訊詳見附件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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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發駕駛執照等業

務。(轄區駕訓班資訊詳見附件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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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汽車客運業資料詳見附件三) 

四、稅費徵收：汽(機)車使用牌照稅代徵、汽(機)車燃料使 用

費徵收、催收、本費及違費移送強制執行等

業務。 

五、違規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臺南市除外)與強制

汽車責任險之裁罰、移送強制執行、民眾申

訴與行政訴訟之處理、監警聯合路邊檢查等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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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所服務時間與聯絡方式 

一、服務時間 

(一)上午 08:00-12:00（服務各項監理業務） 

(二)中午 12:00-13:00（服務車籍、駕籍各項異動及違規

裁罰等業務） 

(三)下午 13:00-17:00（服務各項監理業務） 

二、聯絡方式 

(一)總機電話：05-3623939 

(二)傳真：05-3622333 

(三)本所服務地址：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二十九號 

(四)本所網址：http://www.cyi.gov.tw 

(五)E-mail：thbup001@ms1.gsn.gov.tw 

(六)營業大客車申訴電話：05-3628623、0800-23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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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所重要施政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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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行政執行分署及臺南

監理站與臺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等辦理跨機關合作，受

理自用汽、機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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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落實汽車輪胎胎紋深度檢驗及宣導工作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減少因爆胎事故，造成重大人員與

財物損失。 

三、駕駛人駕籍清理及註銷 

    為落實駕籍管理，積極進行「死亡者及年長者、身心障

礙者等不宜駕車之清理」作業，其目的在於建立列管駕

籍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達成提升駕籍之正確性。 

四、駕籍影像檔建立 

建立駕籍影像檔，改善防偽防弊、資料永久保存、全面

E 化、提升行政效率等多項功能，利用在換補駕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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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鄉投入弱勢族群義務輔導考照與交通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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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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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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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交通安全向下扎根。 

 （三）於本所大門左側路口處建置機車、老人、酒駕、 

       禮讓行人入口意象，加強交通安全宣導，促進汽 

       車駕駛人及行人遵守交通安全規則。 

 （四）與縣政府相關單位共同辦理機車、老人、酒駕交 

       通事故防制與交通安全宣導，深入各社區、團體、 

       學校，共同促進交通安全。 

六、辦理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計畫 

    配合交通部及縣道安會報辦理「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 

    計畫」，執行辦理高齡者交通安全講習、辦理初考領機 

    車駕照講習、推動遊覽車總體評鑑（考核）作業等各項 

    宣教活動，以達成事故防制目標。 

七、提供國道客運查詢與遊覽車專區之創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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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網址： 

http://www.thb.gov.tw/TM/Webpage.aspx?entry=384 

    八、建置國道及一般公路客運動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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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3 年元月上線，提供民眾即時點 

http://www.thb.gov.tw/TM/Webpage.aspx?entry=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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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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因應汽車燃料費稅費改制，結合老舊機車報廢，創 

        新開徵作為 

（一）102 年 1 月起機車燃料費不再隨行照徵收，改為每

年開徵，102 年計分 2 階段開徵，並於第 2 階段燃

料費繳納通知單首創附印切結報廢回條，以期達

到落實課徵及清理車籍雙效，並可為民眾節省荷

包，藉由合併通知，切結報廢增加了 10,768 輛，

報費率由 43%提升為 46%。 

（二）運用資源回收車，跨機關合作宣導:結合鄉(鎮)公     

所，以錄音檔沿路廣播宣導。 

（三）深入人群，行動宣導:於夜市、傳統市場及各大賣

場等人潮聚集處，以行動車廣播，並發送宣導單。 

（四）運用多面向傳播方式，強力放送:發布地方新聞、

網站新聞、運用廣播電台、跑馬燈及海報，並於

各重要路口懸掛紅布條宣導。 

十、加強汽(機)車燃料使用費欠費移送強制執行及取得債權 

    憑證之再移送、結案等後續管理。 

十一、加強汽車燃料使用費重繳、溢繳之臨櫃退費業務，以      

      提升退費效率。 

十二、加強無牌照違規行駛車輛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催(補)繳 

     業，以挹注國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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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加強汽(機)車燃料使用費繳款通知書及催繳書之送 

      達，以利車主繳款及後續移送執行作業。 

十四、完成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移送強制執行作業及債權 

     憑證管理系統招標及建置。 

十五、交通違規裁處與刑罰競合（酒後駕車違規）、及與使 

      用牌照稅法競合（使用註銷牌照行駛）案件專案管制。 

(臺南、麻豆及新營站除外)。 

十六、交通違規案件(臺南、麻豆及新營站除外)之清理（含 

      違反強制責任險案件一次裁決及移送強制執行）。 

十七、為維護台 18 線阿里山風景區行車安全，加強車輛路 

      邊檢查及製作「行車注意事項」宣導單 

      落實路檢聯稽攔查以維護交通秩序與維護用路人安 

     全。每月排定監警聯合稽查及路邊安全檢查 145 班 

     次，於各風景區、重要路段及高速公路各服務區執行 

     稽查。加強監警聯合稽查，強化交通執法品質，藉由 

     處罰之手段執行公權力，使駕駛人、車主守法，促進 

     交通安全。 

十八、每季至所轄監理站（分站）進行業務之稽核，以杜絕 

弊端發生。 

十九、設置公路監理歷史文物展示區，除完整呈現公路監理 

      業務之歷史文化及藝術精髄外，亦記載本所成長歷 

      程，方便內外部顧客緬懷公路監理之歷史成果暨方便 

      洽公民眾利用多媒體互動區熟悉本所洽公環境及進 

      行監理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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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作業窗口全面顏色管理，動線指引。將不同的業務承

辦及窗口作業燈箱，以不同的特定顏色加以區分，設計

地貼，貼心引導民眾洽辦業務動線，使洽公民眾者易於

了解、便捷地進行洽公流程。 

二十一、設置兼具現代化及人文關懷等複合式多功能檔案應

用閱覽區及檔案知識庫，方便與滿足內外部顧客查詢、

閱覽檔案目錄及提供檔案應用加值服務之需求，以提升

檔案應用效益與功能。 

二十二、辦理內外部顧客滿意度問卷調查，以提升內外部顧

客之滿意度。 

二十三、積極推動感動服務營造民眾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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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推動員工線上數位學習，以提升員工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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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推動員工專書選讀，以培養讀書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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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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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積極規劃新營監理站擴建公共服務辦公處及東勢 

          監理分站新站址遷建工程兩案，以提供優質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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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服務，分 3 年完成。 

二十七、加強各單位勤惰管理及推動人事資料之正確性加強

宣導並機動調整實地與電話查勤次數，爭取總局評比績

優名次並確實執行維護員工人事資料百分百正確性。 

二十八、改善男女廁所相關設施，推動優質公廁專案，環境

美（綠）化及提供舒適、明亮、整潔、具特色的洽公場

所。 

    二十九、加強提升檔案應用意識，定期辦理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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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加強各媒體對公路監理業務簡政便民、交通安全及檔

案應用宣導並與民眾雙向互動辦理有獎徵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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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檔案管理與應用之中長程計畫（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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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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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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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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善用空間提升人文氣息，不定期展出藝文作品 

     因本所大廳擁有寬廣空間的設計，未來將利用此項優

點，每年不定期安排展出藝文相關作品，以期在生硬

的行政大廳中，營造出人文氣息，讓洽公民眾及本所

同仁，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偶爾停下腳步，細細品味

展出的作品，享受生活藝術及體會視覺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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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業務創新 

一、辦理「交通事故重大損壞車輛通報系統」並推行至全國

各公路監理機關，以加強辨識及防範矇領牌照之功能。 

二、利用「大客車無線傳輸錄影管理系統」，提高辦公效率

及減少民眾等待時間。 

三、建置「動產擔保印鑑卡語音影像數位管理系統」，簡化

動保作業手續，提昇公務行政效率。    

四、機車切結報廢創新作為 

    為落實服務偏遠地區順利辦理符合切結報廢車輛登

記，透過各村(里)辦公室之廣播宣導及設置「收集盒」

協助辦理並積極辦理下鄉訪談回收逾 10 年以上之老舊

機車，提供簡便、貼心的服務，提高「切結報廢」績效。 

五、汽機車筆試電腦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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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全面推動汽機車電腦

筆試「隨到隨考」，縮短考生等候時間。  

六、建置路考 follow me 汽車路考動態指引系統 

    於報名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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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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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首創「生命教育廣場」 

    成立「生命教育廣場」，提供莘莘學子、汽機車駕駛人

更有趣，且可親身體驗與生命有關之交通安全教育；並

整合理論與實際體驗作為，使參與者有更深一層的認

知，藉由活潑生動教學方式達到提升生命教育成效。 

八、辦理機車駕照初考領前交通安全講習，提升機車駕駛人

交通安全之認知及操控能力，以保障用路人之安全。 

九、駕訓班大客車道路訓練 GPS 即時監控問卷 

    藉由此問卷了解辦理大客車考驗之駕訓班參加試辦

GPS即時監控之意願，探討駕訓班意見據以為加強大客

車道路駕駛落實之參考。 

十、駕訓班小型車道路考驗問卷 

    藉由此問卷了解駕訓班參加道路考驗試辦之意願，探討

駕訓班意見據以為加強推廣道路考驗政策之參考。 

十一、辦理阿里山櫻花季疏運接駁 

    本所與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阿里山風景區管理處、

客運業者等相關單位共同合作，實施高強度交通管制，

並配合每日遊覽車入園預約制度，散客以網路預售車票   

和以「LINE」通訊軟體聯絡通報疏運情形。以使賞花

旅客可擁有順暢、高品質的賞花行程，更藉由接駁專車

的規劃鼓勵民眾多加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十二、整批作業 提升效率-節能省本好領證—建置危險物品

臨時通行證運送車輛及人員系統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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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辦理運輸業管理工作人員教育訓練，提升工作效能和 

      服務品質。 

十四、各連續假期訂定連續假期疏運計畫，召集客運業者及  

      相關單位召開疏運協調會議。請客運業者疏運期問增 

      班疏運旅客，運能如有不足請以自有遊覽車或租用遊 

      覽車支援。並成立疏運期間緊急應變小組，於連續 

      節日前派員查核運能籌備情形及於疏運期間派員至 

      各場站督導疏運情形。 

十五、為提昇大客車安全，製作「搭乘大客車及租用進覽車 

      安全常識教育影片」1萬 5千片分送各機關學校團體 

      和業者。 

十六、執行阿里山公路交通事故防制之以行車紀錄器取締遊 

     覽車超速 

        針對行駛阿里山公路大型車輛，於下山路段攔查，以 

        檢查行車紀錄器紀錄之行使軌跡取締超速行為。 

十七、擬定取締自用車違規營業標準作業流程 SOP 

      (一)依取締自用車違規營業標準作業流程，不定期辦理白 

         牌車稽查任務，每月排定至少 16 班次以加強取締非 

         法營業車輛。 

      (二)另假適當時機發送新聞稿數則宣導民眾使用合法營 

         業客貨車以保護自身權益，及嚇阻違規非法業者，至 

         今雲嘉南各地白牌違規營業情事已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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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首創停駛號牌管理 e 化檢索系統 

    民眾至監理單位辦理車輛停駛監理作業，需依規定繳 

    交號牌及行照，監理單位收取號牌併同行照入庫管理， 

待車主他日辦理復駛時，方交還號牌及行照，監理單 

位透過停駛號牌管理 e 化檢索系統，於最短時間內，蒐 

尋牌照並迅速交還洽辦民眾，俾利減少民眾等待時間。 

十九、便捷檔案調卷與語音導引定位系統               

首創公文調卷自動精確導引，以及真人語音導引，有效

縮短調卷時間，具體強化公文調卷績效。 

二十、運輸業停車場聰明管理                         

採與地政跨機關合作、GPS 定位建置經緯度及善用「地

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3 研究構面整合，達到聰明

管理停車場，發揮防弊功能，強化運輸業停車場管理，

健全查核機制。 

二十一、建置監理稅務聯合服務(策略聯盟)平台 

  （一）以民為本，提供客製化、更便捷與整合性服務，透 

        過跨機關資源水平整合及作業流程串接，創造延 

        伸性服務，實現民眾到哪裡，服務就到哪裡的願景。 

  （二）監理機關協辦事項:輔導填寫及代收使用牌照稅身    

        心障礙者免稅申請書、退稅申請、稅務機關業務住 

        居所及就業處所地址申請書等。 

  （三）稅務機關協辦事項:輔導填寫並代收放棄駕照意願 

        書、駕行照地址變更同意書、公路監理業務住居所 

        及就業處所地址申請書、轉帳代繳汽車燃料使用費 

        約定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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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繳費 fun 輕鬆—輔導辦理汽燃費轉帳繳費申請，感

動服務主動出擊 

    每年 1 月間請資訊室挑檔上年度新領牌照及牌照稅已
辦轉帳者，主動寄發轉帳申請書。 

二十三、執行阿里山公路交通事故防制專案取締遊覽車超越

雙黃線計畫 

    透過攝影進行超越雙黃線採證，辦理縣道 169 線遊覽車

擅行禁行路段進行蒐證稽查作業。 

二十四、簡訊傳遞、機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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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建置第三代公路監理系統，整合內外服務網，導入

雲端技術、商業智慧之優質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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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為民感動服務 

   一、有感服務免換行、駕照 

監理所(站)內同仁忙著換行、駕照，但小小一張行照、

駕就要好幾百元，民眾大喊吃不消。一位機車族說，「好

像換蠻麻煩的吧！」目前台灣的汽車行照 3年、普通汽

(機)車駕照 6年就要換一次，每次得花 150-200元不

等，逾期還得罰款，現在駕、行照通通都不用換了，估

計 2100萬人次受惠。一位機車騎士說，「這樣子就不用

一直跑監理站去換啦，(省多少你知道嗎？)」「現在不

用換真是太便民、貼心服務拉!」，而且對民眾來說，不

需再定期撥空或請假跑監理機關換照了，再也不用為了

換照奔波,雖然是小錢,但也不無小補,真是做到省時、

省錢、省麻煩。 

   二、註銷牌照切結報廢感動服務 

         催徵汽燃費時程即將到來，想必收到繳款通知的偏鄉民   

       眾/老者一定會感到心慌，甚至說政府搶錢加深對政府   

       的不滿，顧及偏鄉民眾及老者的疑慮。本所服務團隊遂 

       至東石鄉親訪仍未辦理老舊機車符合切結報廢的車，宣 

導切結報廢的特色及政府的用意，我們這票俊男美女服 

務團隊以誠懇的心意，熱忱的態度，不消 2小時完成了 

20幾件，從大部份受訪民眾的讚賞與感激的眼神，讓本 

所同仁體認「監理業務」已邁向「感動服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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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汽車號牌同號，到府換牌貼心服務 

某日上午林先生來電說明：所有 AC*-15**號自小客車新 

式號牌，本所郵簡通知有重號之情形須換牌。初期民眾 

即以不友善態度應對，敘明還特別請假處理債權人動保 

同意書..等事，對政府服務項目頻疏漏有所不滿。經本 

所臺南站服務人員耐心傾聽及委婉適時說明有關汽燃費 

及牌照稅的繳納、交通違規罰單部份、繳交停車費部分、 

國道 ETC部分等均不會影響車主權益，車主卸下對立心， 

並經再次說明會主動通知債權人及主動到府服務免除民 

眾特別請假往返奔波之苦後，始同意重號換牌並確認車 

號、電話及到府服務時間。到府服務後，車主對於本所 

前往服務人員貼心服務予以肯定，連說謝謝。 

 

   四、輔導考照感動服務 

本所轄區廣闊，尤以東勢分站轄區內多為人口年齡老化 

嚴重之偏遠農村鄉下、山區及濱海地區。因沿海鄉鎮普 

遍經濟、教育及繁榮程度，皆較都會區落後，又年輕一 

代皆遠赴都會區打拼事業，甚或成家立業迎娶外國新 

娘，造成家中僅剩老年人以補魚、養蚵或種植等為生。 

老人家因教育程度及新住民入住台灣地區，因地處偏遠 

交通不便急需機車代步，鄉親們前來報考機車駕照，給 

予考生親切的服務，不時叮嚀考生要放輕鬆，加強輔導 

筆試內容及交通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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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阿里山櫻花季-牛埔子最後一輛小客車感動服務 

夜幕低垂，在沒有光害的林間，天空佈滿點點星光，伴      

隨著些許寒意，還在夜間巡查牛埔仔轉運站停車場的工 

作同仁絲毫不鬆懈，睜大雙眼隨著拿手電筒的光線，仔 

細巡視著四處，內心期盼會是一場沒有狀況的例行巡 

查。只是當光線照到遠處停放的一輛車時，驚嚇可以想 

見，賞櫻回程的末班車回來了，乘客也都開車駛離停車 

場，然而場內卻還停放著一輛車！是沒搭到末班車下 

山？還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在心底猜測可能原因的同 

時，雙腳也不停歇的跑到車旁，看清楚車牌號碼，透過 

監理系統尋找當事人所在。長達 6天的假日疏運中，有 

時民眾改變行程在山上過夜，有時身體微恙下山後在車 

上休息，看到我們積極的連絡與關懷，讓當事人感到驚 

訝，也感到十分窩心，當最後一輛民眾車子駛離現場的 

同時，巡視工作也宣告結束了，繃緊神經的 6天交通疏 

運工作終於平安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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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年以上老舊機車切結報廢免徵汽燃費感動服務 

嘉義縣朴子市 97歲溫姓老先生近日接到機車燃料費繳納 

通知，想起多年前因颱風導致機車泡水變成一堆廢鐵， 

提筆向本所陳情幫忙報廢。 

    本所於 102年 12月辦理機車燃料費第 2階段開徵， 

對於出廠逾 10年老舊機車一併於繳納通知書提醒，確定 

不再使用，辦理報廢可以節省燃料費，溫姓老先生所有 

鈴木 100CC重型機車早於多年前因風災損毀，以廢鐵價 

格 50元賣給回收商，老先生一生奉公守法，對於未到監 

理所辦理報廢手續，始終耿耿於懷，接到繳納通知後， 

趕緊到農會繳納，並且鼓起勇氣，寄了一封親筆信向本 

所說明。 

   接到老先生的親筆信後，本所服務同仁主動接洽，查 

明確認該部機車符合老舊機車切結報廢條件，直接報廢 

登記，並主動開立退費憑單，退還老先生所繳的 348 元； 

因本所熱心協助的感心服務，讓溫老先生多年擔心終於 

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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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愛無礙，服務身障揪感心 

    身障人士趙姓婦人欲申請特製車改裝補助，由也是 

身障的顏姓丈夫駕車到本所麻豆站申辦，因行動不便加 

上手續繁瑣，讓他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本所麻豆站多位 

員工一路協助、代辦，才順利完成手續，讓身障夫妻連 

讚「實在揪感心！」 

  當日上午，顏先生將車駛進檢驗室前，麻豆站服務員 

涂建廷立刻察覺其行動不便，上前詢問欲辦理事項，並 

協助自後車廂拿取輪椅乘坐，推至收費室旁休息，請其 

提供行車執照、強制險卡、改裝說明書等相關資料，送 

交檢驗收費窗口。 

  另一位服務人員謝政男見狀主動協助填寫文件，再 

由檢驗線服務人員張銘賢，說明檢驗流程、檢驗重點及 

身心障礙特製車改裝部位，經其同意後，由涂建廷將車 

輛開往檢驗線，進行變更項目檢驗。 

  檢驗合格完成後，服務員張銘賢為免除顏先生於檢 

驗線與辦公大樓兩地間奔波，主動提供服務至辦公大樓 

單一窗口協助辦理 

    該車變更登記，再將辦妥之行照書表證件等交還， 

此舉更讓顏姓夫妻覺得「揪感心」，連連向麻豆站相關承 

辦人員和主管道謝，直誇本所麻豆站的便民優質服務真 

是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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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找尋回家的路 

    一日上午約 9點 30分許，本所雲林站吳站長孟峰接

獲民眾告知於檢驗場區圍牆外看見一位徘徊失智老人，老

人家說：「要回家，可是不知道家在那裡？」，熱心民眾將

老人帶進監理站內請求協助。 

    吳站長隨即請老人家入站長室休息，為安撫老先生

驚慌失措，緊張的情緒，站長親切地問候並解釋會儘快請

轄區斗六分局公正派出所警員到站支援處理，在聊天中確

認老先生無身體外傷，應答能力雖無問題，只是不記得任

何事情，過程中經過站長詳細詢問。 

    斗六分局公正派出所警員到站後，即詢問林老先生

走失原因始末，吳站長也將所得知之訊息配合說明，該警

員表示因老先生居住地址與轄管區域不同，但會電洽管轄

區古坑派出所協助處理，同時站長也立即指示請一輛計程

車載送老先生至古坑派出所，吳站長自掏腰包支付車資，

並叮嚀司機務必安全送達，一心只希望老先生可以趕快平

安回家，以免家人擔心受怕，事件就在老先生一再的感謝

聲中圓滿落幕。 

    嗣後，本所雲林站經與警方單位聯繫，確認老先生

在古坑派出所警員的協助下已安全回家，吳站長表示設身

處地為民眾著想、了解民眾的需求，並以貼心、用心及同

理心的態度提供服務，在民眾困難之際，伸出援手，讓大

家都可以感受到來自公部門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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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8旬老伯，溫馨接送 

    愛默生說:「生命中最美的報償之一便是幫助他人的 

同時，也幫助了自己」，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價值，就是人 

文關懷的實踐，體現追求真善美的和諧。 

    本所車輛管理課服務同仁全程服務 80幾歲從新竹來 

的老伯伯辦理車輛逾檢註銷、違稅違費及違規案件等案 

件，辦理完成後因老伯伯行動不便，便送老伯伯至高鐵 

站坐車回新竹。老伯伯於途中頻頻感謝本所同仁的幫， 

順利完成各項監理案件；其實如愛默生所說在幫助老伯 

伯的同時，本所同仁的心中亦感到滿滿的溫暖，透過感 

動服務的過程，體悟他人對自身生命的完成是不可或缺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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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本所五大工作目標 

    一、提高為民服務滿意度 90％以上。 

    二、塑造感動服務，主動發揮創意。 

    三、提供多元資訊，公開透明服務。 

    四、培育公共運輸專業人才，健全公路客運營運制度。 

    五、提升汽燃費徵收率及違規裁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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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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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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區監理所轄區代檢廠資訊 

 

 

 

 

 

 

 

 

 

 

 

 

 

 

 

 

 

 

 

 

 

 

 

 

 

 

附件一 

1 川華汽車工業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767337 嘉義市忠孝二街199號

2 芳汎企業有限公司汽車修理廠 嘉義區監理所 （05）2354822 嘉義市民生南路749號

3 美利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3702270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大槺榔179之16號

4 千程汽車工業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213724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山路16號

5 嘉銘汽車檢驗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711178 嘉義市保康路130號

6 富士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613888 嘉義縣竹崎鄉鹿滿村鹿鳴路10之1號

7 福銘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387179 嘉義市大溪路51號

8 大林汽車修理廠 嘉義區監理所 （05）2656861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里中興路二段62號

9 欣益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627658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工業一路32之2號

10 侑進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383723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2段83號

11 長弘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831111 嘉義市新民路195號

12 源盛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835522（ 05）2836622嘉義市西平里大同路11號

13 金車城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371151 嘉義市北港路673號

14 嘉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771357#380嘉義市忠孝路750號

15 金溢興業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3707178 嘉義縣朴子市應菜埔109之22號

16 協同加油站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207898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三段265號

17 奕昌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3746868 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8鄰82號

18 嘉慶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393232 嘉義縣中埔鄉金蘭村頂山門6之25號

19 民鈿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395152 嘉義縣中埔鄉頂山門6之35號

20 民雄汽車修護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262393 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好收73之23號

21 宏俐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3660880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大槺榔1037號

22 銓陞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361478 嘉義市中興路589號

23 合泰汽車有限公司 嘉義區監理所 （05）2161199 嘉義市世賢路4段379號

24 德霖興業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616185 台南市南區新仁路15號

25 通遠汽車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683135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291號

26 元益汽車有限公司永康廠 臺南監理站 （06）2018575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264巷28號

27 詮泰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424777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567號

28 允昇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3555059 台南市安南區永安路16號

29 永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702570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12號

30 皇元汽車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3552626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3段150巷43號

31 伸陽汽車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644975 台南市南區新仁路11號

32 興泰汽車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301185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9街1號

33 東來汽車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891568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3段230號

34 凱發汽車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920267 台南市南區新忠路25號

35 弘陽實業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705878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202號

36 進新汽車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681506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3段239號

37 中華汽車修配廠 臺南監理站 （06）2736966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3段369號

38 裕豐汽車保養廠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729234 台南市永康區南興路94號

39 井道汽車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533386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19號

40 棋揚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423461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317巷1之1號

41 凱昱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027358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246號

42 鼎豐汽車保養廠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263779 台南市北區忠義路3段85號

43 成福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812119 台南市北區育賢街259號

44 新億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015961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335之1號　

45 慶展車業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3558558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4段1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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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新泰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5111777 台南市仁德區太子路735號

47 億傑汽車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583565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379號

48 弘昇汽車有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502952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4段360號

49 沅昌汽車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3386557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1段232號

50 巧克力汽車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監理站 （06）2530220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415號

51 宏興汽車修配所             麻豆監理站 （06）6855271 台南市白河區中山路586號

52 登榮汽車車體股份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6223929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路一段226號

53 崇銘汽車修護股份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5703555 台南市麻豆區苓子林17之9號

54 樺煒汽車修護廠       麻豆監理站 （06）6357259 台南市新營區東山路138號

55 億寶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7216725 台南市佳里區鎮山里佳東路86號

56 元安汽車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7263757 台南市佳里區六安里117之34號

57 宏斌汽車修護廠       麻豆監理站 （06）6334641 台南市新營區開元路84之16號

58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南分公司新營修護廠 麻豆監理站 （06）6522816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1137號

59 南瀛汽車修護股份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6333111 台南市新營區東山路88之8號

60 上正汽車修配廠              麻豆監理站 （06）5700711 台南市麻豆區麻豆口10之11號

61 上慶汽車修配廠       麻豆監理站 （06）5745095 台南市玉井區噍吧哖東路286號

62 善化汽車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5852289 台南市善化區坐駕里成功路405號

63 金帝汽車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5990203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31號

64 元益汽車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5993728 台南市新市區中山路209號

65 興國汽車修配廠            麻豆監理站 （06）5718208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66號

66 民鈿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6985812 台南市六甲區中華路423號

67 南科加油站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5922499 台南市安定區安加里258之55號

68 通貫汽車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5818788 台南市善化區興農路27號

69 和記行汽車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7820159 台南市學甲區中正路566號

70 樺煒汽車修護廠白河分廠 麻豆監理站 （06）6859122 台南市白河區富民路111號

71 統盟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賓加油站麻豆監理站 （06）7236823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1之9號

72 海寮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5934180 台南市安定區海寮里7之10號

73 新穎汽車有限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6531677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1069號

74 樺煒汽車修護廠新營分廠 麻豆監理站 （06）6327599 台南市新營區東山路31號

75 大世紀汽車修配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971339 雲林縣斗南鎮興北路一段10號

76 新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992626 雲林縣東勢鄉復興村文化路3號

77 鑫長興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7832611 雲林縣北港鎮民享路20號

78 長得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328758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平和24~30號

79 光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342345 雲林縣斗六市保長路57號

80 千慧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321537 雲林縣虎尾鎮延平里中湳35號

81 元龍汽車檢驗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348789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88號

82 鑫裕松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989209 雲林縣二崙鄉崙西村中山路388號

83 麥寮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938447 雲林縣麥寮鄉西濱路二段262號

84 宏仁汽車修理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351111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690號

85 和億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7833700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337號

86 嘉南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899599 雲林縣林內鄉九芎村大埔15~60號

87 金泰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877102 雲林縣西螺鎮福田里社口68之23號

88 新昇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325256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廉使100號

89 國莊汽車修理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336299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37號

90 通成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370886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二段10號

91 長弘汽車修護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937389 雲林縣麥寮鄉西濱路二段132號

92 南昌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962666 雲林縣斗南鎮新生三路136號

93 土庫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629266 雲林縣土庫鎮越港里林森路92號

94 順正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847066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中正路15號

95 芳原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512115 雲林縣斗六市虎溪里西平路485號

96 翔一汽車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7835912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213號

97 鋕穎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960588 雲林縣崙背鄉南光路3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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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區監理所轄區駕訓班資訊 

 

 

 

 

 

 

 

 

 

 

 

 

 

 

 

 

 

 

 

 

 

 

 

 

 

 

附件二 

項目 轄區 駕訓班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訓練車種
最近一期

評鑑成績

1 嘉義所 新十全駕訓班 嘉義縣布袋鎮貴舍里半月95號 05-3452952 小型車、大重機 優等

2 嘉義所 嘉聯駕訓班 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214號 05-7811786 小型車 優等

3 嘉義所 北昇駕訓班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三合路701號 05-2385656 小型車 甲等

4 嘉義所 大榮駕訓班 嘉義縣民雄鄉福興村牛稠溪585號 05-2210750 小型車 乙等

5 嘉義所 金聲駕訓班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埤角2-222號 05-2212220 小型車 優等

6 嘉義所 美的駕訓班 嘉義市東區安寮里吳鳳南路272號 05-2234567 小型車 甲等

7 嘉義所 麗園駕訓班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846號 05-2771001 小型車 優等

8 嘉義所 嘉義高工附設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174號 05-2768037 小型車 特優

9 嘉義所 佑安駕訓班 臺南市後壁區嘉田里2鄰上茄苳12-112號06-6882002
小型車、大客貨車、

小型車逕升大客車
優等

10 嘉義所 新城駕訓班 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2段377號 06-6565889 小型車 優等

11 嘉義所 私立巨人高中附設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647號 05-7834768 小型車 優等

12 嘉義所 富邦駕訓班 嘉義縣水上鄉民生村忠孝街2-6號 05-2365388 小型車、大重機 乙等

13 嘉義所 中正駕訓班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文學路6號 05-2722111 

小型車
 新設立

14 臺南站 上福駕訓班 臺南市南區鯤身路119巷28號 06-2629967
小型車、普重機、

大重機
甲等

15 臺南站 三華駕訓班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151號 06-2917659 小型車 優等

16 臺南站 志成駕訓班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427號 06-2586176 小型車 乙等

17 臺南站 臺南高工附設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193號 06-2321903
小型車、大客貨車、

小型車逕升大客車
優等

18 臺南站 南凱駕訓班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863號 06-2556797 小型車 優等

19 臺南站 亞洲駕訓班 臺南市仁德區二行一路6號 06-2663377 小型車 優等

20 臺南站 統一駕訓班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東路289號 06-3122278 小型車 優等

21 臺南站 日上駕訓班 臺南市永康區復華三街95號 06-3121201 小型車 甲等

22 臺南站 永康駕訓班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路452號 06-2037808 小型車、大重機 優等

23 臺南站 中山駕訓班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551巷81號 06-3300505 小型車 優等

24 臺南站 成功駕訓班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二街211號 06-2433939 小型車、大重機 甲等

25 臺南站 長榮駕訓班 臺南市歸仁區六甲里六甲路450號 06-3303300 小型車 優等

26 臺南站 大灣駕訓班 臺南市永康區廣興街170巷201號 06-2736338 小型車 優等

27 臺南站 崑山駕訓班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52-201號 06-2719899
小型車、大客貨車、

小型車逕升大客車
甲等

28 麻豆站 力偉駕訓班 臺南市新市區港墘里自由街7號 06-5991051 小型車 優等

29 麻豆站 來來駕訓班 臺南市善化區溪美里溪尾217之2號 06-5818991 小型車 優等

30 麻豆站 新榮駕訓班 臺南市柳營區光福里132之12號 06-6221912 小型車 優等

31 麻豆站 嘉南駕訓班 臺南市六甲區龜港里491號 06-6982526
小型車、大客貨車、

小型車逕升大客車
甲等

32 麻豆站 日新駕訓班 臺南市善化區坐駕里大成路85之2號 06-5830863 小型車 優等

33 雲林站 大華駕訓班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960號 05-5328123 小型車 優等

34 雲林站 明和駕訓班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1000號 05-5518383 小型車 乙等

35 雲林站 新馬駕訓班 雲林縣東勢鄉復興村文化路960號 05-6991234 小型車 優等

36 雲林站 學園駕訓班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216號 05-5974766 小型車 甲等

37 雲林站 全民駕訓班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107-30號 05-6366266 小型車 丙等

38 雲林站 東泰駕訓班 雲林縣四湖鄉蔡厝村122號 05-7873899 小型車 乙等

39 雲林站 宏得駕訓班 雲林縣虎尾鎮延平里下南15號 05-6625625 小型車 乙等

40 雲林站 永慶駕訓班 雲林縣古坑鄉水碓村水碓185-20號 05-5822105 小型車、大重機 特優

41 雲林站 東信駕訓班 雲林縣麥寮鄉光復南路95號 05-6935080 小型車 甲等

42 雲林站 三立駕訓班 雲林縣虎尾鎮立德路178號 05-6361697 小型車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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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區監理所轄區汽車客運業者資訊 

 

 

 

 

 

 

 

 

 

 

 

 

 

 

 

 

 

 

1 日統汽車客運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5361176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 23號 

2 臺西汽車客運公司 雲林監理站 (05)6322168 雲林縣虎尾鎮新興路 80號 

3 嘉義汽車客運公司 嘉義市監理站 (05)2750895 嘉義市忠孝一街 1號 

4 嘉義縣公車處 嘉義市監理站 (05)2788177 嘉義市大雅路 2段 635號 

5 新營汽車客運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6362812 臺南市新營區開元路 144號 

6 和欣汽車客運公司 麻豆監理站 (06)6572370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 709-1

號 

附件三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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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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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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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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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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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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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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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監理歷史文物檔案區申請參訪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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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室承辦人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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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指派營業車裁罰課專人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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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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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交叉互換方式展示，並由視察室派專人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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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各項登記說明

申請項目 應   備   證   件 規   費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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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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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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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牌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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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登記書及行照同時遺失者不

得越區辦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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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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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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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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需換照車輛：校車、幼童專用車、

救護車、自用拖車、營業車等 

二.應先結清燃料費及違規 

三.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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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車回收專線：0800-0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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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以上自用小 

客車第二次檢驗 

300 元) 

一.應先結違規。 

二.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7 條且逾 7個月以上之車輛，不

得至代檢廠檢驗。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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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

月以上，應經檢驗合格。 

三.停駛不得超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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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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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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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內辦理過戶之內容刊登

報紙 1 天，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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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月始得重新登檢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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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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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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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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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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份 

四.動保塗銷申請書 3份 

免費 動保塗銷登記不得越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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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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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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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vd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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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明)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原領駕照 ˇ   ˇ ˇ ˇ ˇ ˇ ˇ 

印章(可用簽名代替)  ˇ        

相片 一張 ˇ    ˇ    ˇ 

相片 二張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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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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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身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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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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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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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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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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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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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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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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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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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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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變更負責人、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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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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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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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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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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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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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份以上（其屬省轄區域

計程車數量較少者得酌予降低為 150 份以上）。 

   (四)計程車無線電車裝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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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申辦停（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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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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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總機與傳真） 

                       地址：61363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 29 號 

總機【語音】：05-3623939 

違規罰鍰劃撥帳號：0378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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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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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室

主任  
3628609 851 

接待室   196 
稅管課 

課長 
3628604 401 

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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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定檢   112  違規綜合   504 政風   872~874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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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業務 

車輛異動

窗口 
  114 語音專線 3628625  

政風室

傳真 
(05)3628618   

檢驗收費   115 
裁罰課 

傳真 
(05)3628615  

秘書室

主任  
3622828 801  

      
總收 

發文 
  802 

車管課 

傳真 
(05)3628611     

總財産

管理 
  803 

        
營繕 

工程 
  804 

駕管課 

課長 
3628602 201    

事務 

採購 

 805 

駕訓班 

管理 
  202    

出納室   811 

駕籍 

資料室  
  203    

檔案室   821 

報名窗口   204     
駕駛休

息室 

  831~832 

道安 

講習室 
  211     

第一會

議室 

  807 

筆試室    221      
第二會

議室  

  808 

駕管課 

傳真 
(05)362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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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區監理所各轄站服務電話（含總機與傳真） 

雲林監理站 

總機: (05)5335892 

地址: (6404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411 號 傳真: (05)5330150 

嘉義市監理站 

總機: (05)2770150 

地址: (60003)嘉義市保建街 89 號 傳真: (05)2787623 

新營監理站 

總機: (06)6352845 
地址: (73048)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55 號 

傳真: (06)6335107 

麻豆監理站 

總機: (06)5723181 
地址: (72147)臺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 551 號 

傳真: (06)5722220 

臺南監理站 

總機: (06)2696678 
地址: (70102)臺南市東區崇德路 1 號 

傳真: (06)2697627 

東勢監理分站 

總機: (05)6991100 
地址: (63545)雲林縣東勢鄉所前街 5 號 

傳真: (05)699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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