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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白皮書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變的是---人員的離退 

不變的是---為民服務的熱忱 

 

 

 

  

 

 

   

 
 

藍色的「人」－戶政事務所由人組成，服務對 

象為民眾，印證「戶政以人為 

本」。 

紅色的「心」－服務著重於熱忱、親切，一顆 

熱忱服務的心是戶政人必備的 

要件。 

綠色的「大地」－腳踏實地站在綠色大地上， 

默默耕耘為民服務。 

人站在綠色大地，懷抱著一顆熱忱服務的心，腳踏實地為民服務。 

 

攏是為您 

我們的象徵符號：本所所徽 

 

 

楔  子 

 

話說大里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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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熱忱的心、綠色大地』結合成『里』字，即為本所所徽。 

 

 

 

 
 
 
 
 

企業創造品牌，成功的企業除了產品吸引人外，「企
業 DNA（Corporate DNA）」-即企業的基因密碼更值
得探索，它決定了企業的結構、形態、運作以及發展
方式。 

「從心開始．踏實．一步一腳印」是我們秉持的服務
理念，也是大里戶政的 DNA，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不斷
演化，引導本所成長與運作。 
 
◎『從心開始』之 1＞貼心服務民眾滿意－ 

凡事以民眾立場及需求為出發點，出於真心的服
務每個來到面前的民眾。 

 
◎『從心開始』之 2＞虛心學習成就專業－ 

發自內心的學習、充實專業知能，做好基礎的紥 
根工作。 

 
◎『從心開始』之 3＞用心研發積極創新－ 

發現問題、研究改善方法用以改進作業流程並積 
極創新。 

 
◎『踏實』 ＞ 是我們的態度，腳踏實地的踐行我們 

的理念。 
 
◎『一步一腳印』 ＞ 則是「延續」、「分享」我們的 

服務理念時留下的痕跡。 

我們的服務理念 

 

「從心開始      踏實‧一步一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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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話總機：04-24063251 
 
＊行動總機：0972-263411 
 

＊溪南便民辦公室：04-24969672 

 

 

 

 

 

類別 業務內容 

戶籍登記                  

出生、死亡、結婚、離婚、認領、收養、終止收養、出生地、原住民

身分及民族別、原住民傳統姓名羅馬拼音、完整姓名資料登錄、監護、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輔助、歸化國籍者姓名羅馬拼音等身

分登記；遷入、遷出、住址變更、分（合）戶、初設戶籍等遷徙登記

及更正、變更、撤銷、廢止、補填登記 

戶籍文件核發                       
核發戶籍謄本、英文謄本、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印鑑證明、門牌、

門牌證明、結婚及離婚證明書、親等關聯資料 

戶口調查及統計 
戶籍巡迴查對、戶口校正、戶籍人口統計、十五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註記 

國籍行政 國籍取得、歸化、回復及喪失等業務 

統計造冊業務 
學齡兒童名冊、選舉人名冊、老人名冊、原住民名冊、人口統計資料、

其他臨時名冊 

我們的服務熱線 

 

我們的服務項目 

 



                                                                           為民服務白皮書 

5 

從心開始      踏實．一步一腳印 
 

輔助業務 

入出境人口通報作業、入出監人口戶籍管理、保護管束人口管理、監

護人口管理、戶口查察通報作業、戶籍資料查詢、出生死亡通報管理、

司法院通報管理作業 

其他行政業務 
人民陳情案件、民眾建議或輿情報導事項、研考、法令宣導、人事、

會計、總務、公文收發處理、檔案管理、其他支援戶政工作 

加值服務 自然人憑證、N加 e跨機關服務、生育津貼、首次護照親辦人別確認 

 

 

 

 

 

本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 7 號  

◎一般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30  

◎延長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中午 12：00~13：30、 

夜間 17：30~18：30（受理部分戶籍業務） 

◎非辦公日預約便民服務： 

      -假日受理預約結婚登記 

     -週六上午 9時至 12時，受理預約依法令規定必須由當事人親自申請， 

      不得委託他人辦理之案件。 

 

 

 

我們為您服務的溫馨園地與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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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南便民辦公室（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163 號）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五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30~16:30 

※服務電話：04-24969672 

 

 

便民辦公室服務項目： 

(一) 隨到隨辦項目：出生、死亡、結婚、離婚、收養、改名...等身分登 

              記、遷徙登記、印鑑證明、 戶口名簿、門牌整編證 

              明及戶籍謄本。 

(二)先行受理項目（隔日取件）：國民身分證。 

延伸服務據點【戶政便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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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民眾洽公之便利性及實用性，合宜改造服務場所，合理充實更新服務

設施，用同理心的角度規劃出溫馨舒適，符合人性化的洽公環境，提供各

項為民服務設施如下： 

 

核心設施： 

設施名稱 設置情形 

綜合受理櫃台 

◆1樓設置 16個綜合受理櫃台。 

◆採人性化交談設計，降低櫃台高度至 75公分。 

◆機動設置「支援櫃台」，適時解決民眾排隊等候之苦。 

特殊服務櫃台 
於 1樓大門入口處設置 1個服務台，2樓設置國籍及門牌編釘

2個櫃台。 

愛心櫃台 
設置於大門入口處，遇有年邁或行動不便民眾，提供免抽號、

免排隊貼心服務。 

民眾等候區 
提供舒適座椅、書報、雜誌及宣導文宣等，並購置音響設備

播放輕音樂。 

化粧室 
化粧室規劃設計不同風格，張貼溫馨小語、藝術欣賞及綠美

化，並獲環保局評定為「特優級」。 

無障礙設施 

◆設置身障人士專用停車位、廁所（設有緊急求助鈴）、 

導盲磚、愛心鈴及扶梯專用道。 

◆民眾臨櫃不便，愛心鈴響起，本所即有專人至門口服務。 

提供書表及範例 

◆提供申請書填寫範例並可於線上下載使用，另印製各項戶 

  籍申辦宣導單，供民眾參閱。 

◆各服務櫃台皆建置「為民服務系統」，提供受理案件相關資

訊及各項需用表單，表單及資訊全面電子化，民眾需用時

隨印（查）隨用。 

    

 

建構友善環境，塑造親切服務形象 

我們的服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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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設施： 

設施名稱 設置情形 

多功能服務台 
入口處設置多功能服務台，提供法令諮詢、取號、引導、書寫

及其他附加優質服務（如：代填書表及代客叫車）。 

飲水機 冰温熱飲水機 2台。 

書寫台 提供原子筆及老花眼鏡。 

停車位 於有限空間規劃汽車停車位 5格及機車 32格。 

人口統計電子看板 每月更新資料。 

多媒體宣導螢幕 宣導戶政法令、便民措施等短片。 

宣導區 提供書報、雜誌及各項宣導資料，供民眾參閱。 

雙語叫號機 提供國語、台語叫號服務。 

LED櫃台燈號 加大又加高。 

投幣式自動照相機 民眾需用相片，隨拍隨好，快速又方便。 

 

建立服務人員專業、親切、具責任感之優質形象，主動協助民眾申辦、引

導服務，並提供諮詢服務。 

設置服務台：由同仁與志工主動招呼並引導民眾至受理櫃台辦理。 

走動式管理：針對民眾需求，由主管及審核人員提供及時性服務及疑難 

解答。 

主動提供查證服務：民眾提憑證件不符規定時，由同仁主動提供服務， 

向地政、稅捐、自來水、電力或瓦斯公司查證，減

少民眾往返奔波。 

設置自動照相機：民眾請領身分證照片不符規定，本所設置自動照相機， 

                 方便民眾使用。 

機動支援：等候人數過多或時間過長時，即啟動「機動支援機制」疏 

解人潮，縮短民眾等候時間。  

維護廳舍環境整潔，並落實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綠美化工作，由主管人

員不定期檢查同仁之清潔責任區。 

配合年節、特殊節日，變換佈置洽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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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不同的單一窗口 

設置全功能櫃台，提供單一窗口服務，整合下列功能於一部工作站中，

促進機關內部橫向連繫，加強櫃台人員處理各項申辦案件知能，均衡各

櫃台承辦業務，縮短民眾等候時間。 

印簽比對系統    戶政規費系統     

行政管理系統    為民服務系統   

英譯謄本系統 

徹底診斷簡化作業流程、辦理時限、申請書表等，訂定明  

確作業程序，建立標準作業規範。 

編訂「戶政人員工作手冊」，內含作業要領及流  

程圖，並於網站公布。 

為民服務系統簡化書表內容，建立電子化表單。 

行政管理系統（通知書、催告書、裁處書及一次告  

知單等）書單電腦開立，簡化人工書寫流程。 

檢討申辦案件應附繳書證謄本之必要性，並予以減量。 

申請改名免附出生謄本。 

運用市府「免書證免謄本便民服務系統」進一步達成書證減量。 

運用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查詢系統，提升申辦案件免附地籍謄本成 

  效。 

配合推動電子謄本政策，提高申辦案件相關資料查驗使用電子謄本認 

證之比例。 

網站公開各項服務標準作業程序資訊。在不違反資訊公開規定及隱私權保

護的前提下，建立申辦或申請案件公開查詢機制。 

建置戶籍登記申請須知 

建置申請案件作業期限表 

便捷服務程序，確保流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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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預約案件查詢提供民眾瞭解案件處理最新進度 

 

 

 
 

建立民眾抱怨處理機制，提供即時、有效之處理方式，減少處理時間成 

本，降低顧客抱怨頻率。 

廣開民眾建言管道，鼓勵民眾提供建言；重視民眾興革建議及陳情案件， 

確實依據有關規定處理問題。 

電話         傳真        問卷調查    E-MAIL信箱       

主任信箱     諮詢信箱    討論區 

建立新聞媒體及報章輿論快速回應機制，主動更正不實內容，以導正社 

會視聽。 

有系統地建立「常見問題集」（ＦＡＱ）管理機制，轉換民眾意見成為服 

務政策或措施；或透過民眾意見調查規劃服務政策或措施。 

辦理民眾意見調查，分析調查結果，改進服務缺失。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主動規劃公開機關基本資料、服務品質計畫、 

服務措施及預決算情形等重要資訊，並予以更新。 

網站（頁）資訊檢索規劃提供多樣性檢索方式；並遵 

循相關規範標示電子資料，提供分類檢索服務。 

依不同瀏覽族群分一般民眾、專業人士、新住民及原 

  住民等 4項分眾導覽。 

首頁右側有國籍專區、大陸配偶專區、原住民專區、英譯謄本系統、工 

作手冊及法令彙編等各類專區。 

 

探查民意趨勢，建立顧客關係 

豐富服務資訊，促進網路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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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文檢索搜尋方式，輸入關鍵字即可搜尋本所   

  全網站資料，檢索資訊過多時依網頁主題分類臚 

  列，並提供功能說明、使用範例，及找不到資訊 

  時的建議。 

 

全文檢索 功能說明、使用範例 找不到資訊時的建議 

   

 

網頁均加註標題、主題和關鍵詞、資料類型、主題分類、施政分類、服 

務分類等資訊，確保網站分類檢索完整性。 

規劃建置多元化電子參與管道，簡化相關互動及操作方式，以提供民眾 

友善網路溝通環境。 

   主任信箱    諮詢信箱   民意調查表      討論區 

   我有問題要問：於戶籍登記申請須知頁面中，增設 

「我有問題要問」，方便民眾及時提問。 

   「英譯謄本系統」中提供「資料若需新增或修改者， 

歡迎來信告知」及「線上英譯」服務。 

1999 Web Call：連結市府「1999 Web Call」，提 

供民眾另一種建言管道。 

         

賡續推動網站（線上）預約服務節省民眾時間。 

戶籍謄本    戶口名簿     門牌整編證明  到府服務 

英文戶籍謄本  改名申請   假日預約結婚登記 

利用跨機關資訊整合平台，提升政府資訊資源共享及使用效率。 

內政部-入出境資訊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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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刑事資料查證暨交換比對服務 

市府－免書證免謄本為民服務系統 

內政部-自然人憑證作業系統 

內政部-全民健保資料登錄通報作業 

內政部-國籍行政作業系統 

 

 

 

 

主動檢討，發掘服務遞送過程及提供方式之問題，運用 

流程檢討再造、資訊科技應用等有效率的工具，提供以 

創新性、整合性的措施解決服務問題，如「戶政 e把罩 

應用服務系統」、「為民服務系統」、「歸化國籍測試題 

庫」…等。     

檢討為民服務工作廣度、深度，並主動協調整合性質重複 

或相關聯服務工作，針對民眾及同仁需求，重新規劃設計 

有創意之加值服務。如：持續改進「英譯謄本系統」、「臺中市戶政法令 

彙編系統」、「臺中市戶政人員工作手冊」、「臺中市國籍 

專區」…等功能。 

著眼於服務產出之目的與結果，力求有價值之創新服務型 

態與方式多元化，以較少的成本得到更好的服務品質。 

 

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自行研發為民服務系統一覽表 
 
編號 系統名稱 系統簡介及效益 研發及費用 

1 戶政 e把

罩應用服

務系統 

附掛於戶役政資訊系統使與戶籍作業緊密連

結，內含戶政規費、印簽比對及行政管理 3種系

統。目前已推廣至全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使用。 

（1）行政管理系統-含 89年以前研發之「罰鍰

金額計算檔」、「受胎期間計算檔」及「居留

期間計算」、「一次告知單」、「罰鍰處分書」、

「催告書」..等，皆是戶政同仁的好幫手，

「戶政規費」及

「行政管理」系

統原由同仁自行

研發，後與「印

簽比對」系統整

合附掛於戶役政

工作站。印簽比

創新服務方式，整合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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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於辦理戶籍登記時計算新生兒的受胎

期間及各類戶籍登記逾期的罰鍰。 

（2）印簽比對系統-98年印鑑全面數位化，並於

99年 6月 1日擴展至 2個便民辦公室，本所

採購軟硬體設備，使印鑑比對系統得以連

線，民眾可就近申辦，免除往返奔波。 

（3）戶政規費系統-87年研發於 90年推廣至全

臺中縣戶政事務所使用，99年 8月進化成第

二代規費系統，合併於「戶政 e把罩應用服

務系統」中並附掛於戶役政資訊系統，100

年 4月臺中市各戶政所全面使用。附掛於戶

役政資訊系統後，每個櫃檯皆可開立收據，

收據用紙以一般 A5影印紙替代，無須預印

收據，節省經費又符環保概念。 

對系統建置計花

費 1037468元。 

2 為民服務

系統 

約 94年研發，提供受理案件相關重要資料及各

項需用表單，附掛於戶役政工作站，需用時可隨

時查詢或列印，方便同仁使用之外亦節省事先印

製各項書表之費用，表單如有修改不致浪費，減

紙又減碳。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3 法令彙編

系統 

92年研發，戶政法令蒐集彙整後，建置查詢系統

使用，並置於網站提供各戶政同仁及民眾查詢使

用。另建置成「臺中市戶政法令彙編專區」並推

廣至全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使用。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4 戶政人員

工作手冊 

89年由同仁編製，戶政法令蒐集彙整後，編製成

「戶政人員工作手冊」，本著分享、服務全國人

民的心將系統置於網站供大家使用。另建置成

「臺中市戶政人員工作手冊專區」並推廣至全臺

中市各戶政事務所使用。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5 英譯謄本

系統 

94年研發，因應英文戶籍謄本核發，戶政人員非

專業翻譯人員，故研發「英譯謄本系統」以簡單

的操作讓每個同仁都能勝任，並置於網站提供各

戶政同仁及民眾自行翻譯使用。另設戶役政網路

版，99年申請附掛於戶役政工作站，方便各服務

櫃檯人員使用，並提供全國戶政所連結。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6 歸化測試

題庫系統 

96年研發，由同仁錄製題庫語音檔，置於網站提

供外籍及大陸配偶歸化測試用，分口試及筆試兩

種題庫，依內政部題庫分類模擬試題，方便外籍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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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上網複習。 

目前有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及本市國籍專

區（由本所建置維護供全市各戶政事務所使用）

連結使用。  

7 遷入遷出

查催系統 

89年以前即已研發，建立逕遷戶所、他所查實、

員警查實與同仁查實遷徙資料，並包含開立通知

書、催告書等功能。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8 入出境管

理系統 

89年以前即已研發，管理遷出國外登記案件，並

包含開立通知書、催告書等功能。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9 出生及死

亡通報查

催系統 

89年研發，管制出生及死亡通報案件並包含開立

通知書、催告書等功能。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10 N加 e案件

統計系統 

100年 3月研發，方便每週及每月須匯送的統計

數字及各項資料用。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11 申請書索

引作業系

統 

89年以前即已研發，將戶籍登記申請書類別、里

別及冊號、頁次等登錄於系統，當民眾欲申請相

關附件或因登記須調閱檔案時，只須於系統輸入

相關資料即可查出年度、冊號及頁次，節省翻找

檔案之時間。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12 缺字管理

系統 

辦理戶籍案件或核發戶籍資料時，如出現「■」

字形（戶政電腦化前缺字如異體字、變體字等電

腦無法無法輸入之字）須翻查戶籍登記簿冊，將

該缺字補正。此系統將已發現之缺字建立成資料

庫，節省日後翻查之時間。 

同仁自行研發、

免費。 

 

突破現行機關（單位）間之隔閡，積極推動跨機關服務。 

戶政、稅捐、監理、地政…等「N加 e」跨機關便民服務 

社會局生育津貼發放 

外交部首次親辦護照人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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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您往返奔波，申請各項登記前， 

請先打電話或上網查詢攜帶證件哦！ 

電話：04-24063251 

網址： http://www.hdali.taichung.gov.tw/ 

 

 

 

 

歡迎您利用下列管道，提供寶貴的意見，讓我們有機會做得更好。 

＊本所電話：04-24063251、行動總機：0972-263411 

＊傳    真：04-24061214 

＊本所意見箱 

＊本所 E-MAIL信箱（tchg016@ms17.hinet.net） 

＊網站「意見交流區」（含主任信箱、諮詢信箱、民眾意見調查表、討論區） 

（http://www.hdali.taichung.gov.tw/template.asp?theme=45） 

貼心小叮嚀 

 

傾聽您的聲音 

 

http://www.hdali.taichung.gov.tw/
mailto:tchg016@ms17.hinet.net
http://www.hdali.taichung.gov.tw/template.asp?theme=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