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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中和地政事務所 

110年度登記案件滿意度調查分析報告 

一、 依據：依本所 109年 9月 17日第 1096176196號簽准案辦理。 

二、 調查目的：為了解民眾對登記案件辦理之滿意度，聽取相關需求與

建議。 

三、 調查期間：民國 109年 10月 28日至 110年 6月 30日。 

四、 調查對象：申辦登記案件完畢之申請人。 

五、 調查方法：線上問卷進行調查。 

六、 回收份數：2593份。 

七、 調查結果：110年度平均整體滿意度 98.76%，其中滿意度最高為

「對本次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專業性」、「對本次申辦案件服務同仁

的服務禮儀」，最低為「您對本次申辦案件的洽公體驗感受」。各項

滿意度調查結果詳下表，詳細問卷調查明細請參閱附件。 

題目 滿意度 

1.您對本次申辦案件的辦理時間感到？ 98.77% 

2.您對本次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專業性感到？ 98.84% 

3.您對本次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服務禮儀感到？ 98.92% 

4.您對本次申辦案件的洽公體驗感受如何？ 98.50% 

平均整體滿意度 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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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問卷分析： 

1. 您對本次申辦案件的辦理時間感到？ 

關於「申辦案件的辦理時間」，有 98.77%的受訪民眾給予正面評

價，其中「非常滿意」占 81.33%，「滿意」占 17.43%。由此可知，

大多數的受訪民眾對申辦案件的辦理時間感到滿意。 

滿意度 人數 比例 合計 

非常滿意 2109 81.33% 

98.77% 

滿意 452 17.43% 

不滿意 21 0.81% 

1.23% 

非常不滿意 11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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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對本次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專業性感到？ 

關於「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專業性」，有 98.84%的受訪民眾給予正

面評價，其中「非常滿意」占 83.46%，「滿意」占 15.39%。由此可

知，大多數的受訪民眾對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專業性感到滿意。 

滿意度 人數 比例 合計 

非常滿意 2164 83.46% 

98.84% 

滿意 399 15.39% 

不滿意 22 0.85% 

1.16% 

非常不滿意 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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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對本次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服務禮儀感到？ 

關於「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服務禮儀」，有 98.92%的受訪民眾給予

正面評價，其中「非常滿意」占 82.65%，「滿意」占 16.27%。由此

可知，大多數的受訪民眾對申辦案件服務同仁的服務禮儀感到滿

意。 

滿意度 人數 比例 合計 

非常滿意 2143 82.65% 

98.92% 

滿意 422 16.27% 

不滿意 18 0.69% 

1.08% 

非常不滿意 1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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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對本次申辦案件的洽公體驗感受如何？ 

關於「申辦案件的洽公體驗」，有 98.50%的受訪民眾給予正面評

價，其中「非常滿意」占 77.44%，「滿意」占 21.06%。由此可知，

大多數的受訪民眾對申辦案件的洽公體驗感到滿意。 

滿意度 人數 比例 合計 

非常滿意 2008 77.44% 

98.50% 

滿意 546 21.06% 

不滿意 22 0.85% 

1.50% 

非常不滿意 17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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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眾對於本所相關建議或需改進事項： 

本次調查共獲得 123則民眾正面稱讚及鼓勵之意見（如附件）。至

其他民眾意見及處理情形彙整如下。 

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服務

態度

建議 

承辦人不親切。而且，對於我的提問，一

律要我另外去找服務台處理。對公務員

不敢有所期待。對公務員不敢有所期待。 

將持續加強本所內外部為民服務

品質及同仁應對技巧，並提醒同仁

應具備同理心，且注意措辭、禮節，

提供民眾更貼心友善之服務。 

承辦人不親切，看人的眼神頗有「你到底

想幹嘛？」的提防態度。 

態度傲慢，加強態度文化 

專業度不足,一問三不知。主動服務精神

沒有,愛理不理。 

回應客人的態度可以有更進步的空間努

力 

眼神及對話，有輕蔑的感覺 

沒有主動完整說明，口氣不好，請加強人

員接待服務品質 

態度很冷峻，不親切。就算要詳細詢問申

辦目的，也不應以懷疑的態度，希望能更

有親和力。但辦理速度很迅速，相當有效

率也是值得讚美。 

10 號櫃檯小姐態度傲慢，時間 5 月 7 號

下午兩點左右，態度欠佳有待改善 

跑好幾次 

嚴肅，建議給點耐性讓民眾肯定 

辦事員不專業又不熟悉業務 

服务是由心出發，不是表面功夫。一切由

心開始，職前教育非常重要。 

笑容多一點！ 

如果能多一點笑容會更好 

可以帶點笑容 

聯合服務台的服務人員在感覺在語氣上

有點急躁不然整體上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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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服務

態度

建議 

剛申請（陽臺補登）第一流程櫃臺人態度

不佳，填寫資料不懂，問櫃臺人員臉非常

臭，後面程序櫃臺人員都很親切，很熱

心！非常感謝協助，感謝你們，辛苦了！ 

因民眾申請任何東西，就是不懂才會問，

請不要臉那…臭！不耐煩，謝謝！如果

懂就不要你們幫忙了！謝謝！請給下－

位好臉色！ 

將持續加強本所內外部為民服務

品質及同仁應對技巧，並提醒同仁

應具備同理心，且注意措辭、禮節，

提供民眾更貼心友善之服務。 

櫃台人員太官腔（非進門左邊櫃台） 

専業志工服務消極 將持續加強本所志工專業及志願

服務工作品質，並定期辦理志工相

關教育訓練。 

志工講話口氣應該溫和點 

請加強志工訓練 

業

務

相

關

建

議 

處

理

程

序 

基本的審查資料一開始沒有核對清楚讓

辦理人要再多跑ㄧ趟 

本所服務中心乃協助民眾整理案

件及提供相關諮詢，就應備文件及

應填列之項目做指導；綜合櫃檯僅

辦理登記案件收件作業，實質審查

則為審查同仁之業務。本案應為溝

通造成之誤解，本所將持續加強同

仁應對技巧，以提升服務品質。 

另擬製作相關說明圖卡宣導，以利

民眾更清楚了解各項業務作業內

容，降低民眾誤解機率。 

送件時，未具體審查內容，導致多跑一

趟，勞民傷財浪費時間。內部教育訓練亟

待加強 

櫃檯同仁專業度差 耗用人力成本 請這

麼多人 結果只有二樓的才會看件 還要

民眾耗費時間往來補件 反正這個滿意

度調查也是做個樣子 你們也不會改善。

櫃檯收件同仁就要要專業度，不要只單

純收件 

承辦人員收件開口就說「我這裡只收件

喔，我不會幫你檢查喔，你給我我就訂起

來送出去喔」如果幫忙民眾看一下資料

有無錯誤、是否齊全，都嫌麻煩，難怪外

界對公務人印象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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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業

務

相

關

建

議 

處

理

程

序 

文件審核無法一次到位，需民眾再跑一

趟處理，應有權宜之做法，只是蓋章不能

後補嗎？而且要求要四日內處理，不然

要先退件再送件.我是上班族，不是可以

隨時請假處理，母親年紀大，也不太清楚

狀況，作業不便民 

應該審核文件一次到位，文件缺漏補件

很合理，如果是審核後需補寫補蓋章 這

是該單位的問題， 

本所服務中心乃協助民眾整理案

件及提供相關諮詢，就應備文件及

應填列之項目做指導，尚無對於登

記案件進行實質審查。 

本案補蓋章之情形應為非屬得於

領件時辦理補正之情形，是為簡化

書面補正影響案件時效，同仁依本

所簡化土地登記案件補正作業要

點以電話通知補正，並請於期限內

補正。本所將持續加強同仁應對技

巧，並製作相關說明圖卡宣導各項

業務作業內容，以利民眾更清楚了

解。 

處

理

時

效 

增加服務台人員，可協助整理案件及咨

詢，減少等待時間。 

本所服務中心目前配置 3名人力，

受理民眾各項地政業務諮詢、協助

民眾填寫各類申請書表及跨縣市

代收案件，惟民眾洽詢地政業務繁

雜，除各類登記業務申請及諮詢

外，尚有涉及測量、地價、謄本等

相關問題，現已由各課提供聯繫窗

口，服務中心人員遇有問題時可請

業務課同仁至一樓協助回答民眾

疑問，加速為民服務之效能。 

另為解決服務中心常等候過久情

形，本所業已調整服務中心同仁業

務，將整理好案件無須協助整理之

跨縣市代收地政案件分流予簡易

櫃台窗口，以舒緩等待人潮。 

服務台的前置作業 是有必須 但可否增

加窗口。機動 

服務櫃檯需要再努力一下！ 

還有進步的空間 

將持續加強本所同仁作業能力。 

等待時閒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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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業

務

相

關

建

議 

處

理

時

效 

等了 1 個半小時以上，還是自己去問才

去找出來的 

為強化單一櫃檯之服務理念，本所

領件櫃檯業務內容，除發狀業務

外，尚須製發隨案謄本及補納規費

收據，致處理時間較長。 

所稱插隊及領件跑來跑去，應係案

件開立小補前至 2樓補正後，返回

1 樓領件窗口導致其他民眾誤解，

是為解決類此情事，經本所評估領

件櫃檯擬增設叫號系統，避免民眾

誤解先後順序，使服務流程更為順

暢。並將持續調整領件櫃檯同仁業

務，改善發狀作業效率，減少民眾

排隊情形後，應可避免現場民眾不

悅。 

另有關服務態度事宜，將持續加強

本所內外部為民服務品質及同仁

應對技巧，並提醒同仁應具備同理

心，且注意措辭、禮節，提供民眾

更貼心友善之服務。 

請改善電腦表單及簽核等作業流程，減

少領取權狀的等待時間為 30分鐘。 

等侯時間太長，取件。可簡化設定流程 

領件櫃台很慢，以前比較好，旁邊領謄本

就不用全部擠在 16 號櫃台，請 貴所能

注意到這現象  謝謝。 

等發狀時間有點長應改善作業流程 

領件速度太慢 

領件櫃台人多時是否能以＂案件單＂排

隊唱名，目前讓大家站著排隊等，像似處

罰大家罰站，有些長者站得很累。 

領件人員，服務不好，要民眾站著排隊，

這就算了，反正我想我是下一個，沒想到

還有人不用排，用叫名字，那個人還在沙

發睡覺，既然有人不用排，為什麼叫我去

排隊，而且他還先辦，真的不懂，排隊人

是傻瓜嗎？ 

希望領件也有號碼牌，詢問隔壁櫃檯的

人，也是隨便用手指，我不是一天到晚辦

這個，你們是專業，都做不專業的事，就

算不是你的櫃臺也不能問嗎？她現場又

沒客人，很無奈 

辦繼承領權狀跑來跑去，缺乏單一窗口

效率。承辦人協助是人的因素，制度與流

程設計才是重點。 

任由晚到的人插隊，取件的時間不準！

忙不過來的人要請人幫忙，就要講清楚

誰先來誰後到，幫忙的人也不問一下，如

果不問就還是要用號碼分前後！ 

希望各種申請事項不需分流能統一窗

口，一次能辦好所有的事項，以提高效

率。 

本所業務配置係以專業分工、業務

分流為原則，各項櫃檯處理之業務

內容不同，本所將加強二線服務人

員之機動性，以減少民眾等待時

間。 
等太久，閒的可以帮助忙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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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業

務

相

關

建

議 

處

理

時

效 

在台北國稅局辦遺產稅申報，整疊資料

核對完只需二十分鐘，馬上就能拿到免

稅證明；在中和地政事務所辦登記，只有

幾張紙卻要三、四個工作天，還要再多跑

一趟，明明是電腦連線資訊一鍵可查的

時代。 

不動產登記因涉及人民財產權益

甚鉅，且繼承登記複雜，須查調眾

多資料並依相關行政程序審認以

確認不動產之權屬，是須花費較多

時間審查。 

簡易櫃枱有三位 只有二位在辦理 其中

一位承辦速度只有鄰櫃一半 本人下午

3：20到達 等七個人 到 4：00才輪到我 

4：15才辦完 效率真的很差 單純塗銷就

耗掉快一小時 

請針對承辦審案速度要求一致 

簡易案件櫃檯作業尚須一定時間

審核案件，惟各類案件之複雜程度

不一，處理時間自有不同，將持續

加強本所同仁作業處理時效。 等待時間有點久，現場有分單一櫃台和

綜合業務，綜合業務的櫃檯有一直在跳

號，而且都有窗口在等民眾來辦理的空

窗期了，但是單一櫃檯等很久都沒動⋯ 

時間太久，時間太長 

經查本所除特殊案件外，均符合處

理期限完成，又各類登記案件之複

雜程度不一，各項作業處理時間自

然有異，應無法一概而論，本所將

持續加強同仁教育訓練。 

複審拖延太長時間，可以考慮延長審查

時間  但一旦承諾就應該屢行 

同時送二件隔三小時才能領取，可見有

人依進度工作，有人就推拖拉！ 

辦事效率可以加快 

看案件太慢表示專業能力差 

案件看太久了承辨說案件太多看不完 

審查速度應還有成長空間 

縮減流程時間 

時間上應可以儘快！ 

塗銷作業時間能否再快一點 

查塗銷登記為隨到隨辦之案件，本

所處理期限為 40 分鐘至 1 小時，

皆於案件處理期限內完成。 

等太久，設定足足等 4小時！ 

查抵押權設定登記（金融機構）處

理期限為 4小時，本案業於標準作

業期限內依限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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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業

務

相

關

建

議 

處

理

時

效 

案件卡在異動完成整整一天 

審查人員都照流程迅速完成，卻卡在登

記途中 

依現行地政系統異動完成後，仍有

過地價、列狀、拆件等情形，本所

會持續改善同仁與民眾溝通情形，

降低民眾誤解機率。 

為利民眾能更清楚瞭解案件處理

情形，本所於適當之全國性會議提

案討論。 

其

他 

要求提供一位已去世 20幾年長輩的出生

年月日，如果真需要，那戶口名簿就不應

該去掉去世人的資料，雖然後來沒填，但

也造成短暫的困擾，但服務人員態度還

是好的，謝謝！ 

溝通上造成誤解致生困擾，本所將

持續加強同仁應對技巧，降低民眾

誤解機率，期以提升服務品質。 

補辦房屋/土地所有權狀，居然要自己查

地號建號，請問就遺失是要怎麼查？ 

代理家中行動不便長輩辦理，還要本人

來才能查詢地號建號，就是行動不便才

找家屬代理，請問是在刁難什麼？ 

態度仍然太官僚 

因不動產所有權資料涉及個資，為

保護人民財產安全，故無法隨意提

供。溝通上造成誤解致生抱怨，本

所將持續加強同仁應對技巧，降低

民眾誤解之情事。 

案件完成日要學台北市在收件單上註

明，讓民眾知道案件何時能領件 

於收件完成皆會告知申請人或代

理人該登記案件辦理期限，且案件

進度亦可透過掃描領件單 QRCODE

查詢案件辦理情形，且結案時皆會

以簡訊通知。 

民眾不懂理應教導而不是處處阻擾。民

眾非專業人員而你們是保護人民財產的

人應該審慎處理每一件的異議申請而不

是阻擋我們提出的異議 

本所接獲民眾聲明異議時，對該聲

明或請求之內容，皆予以適當之重

視，並依其聲明內容審認及處理，

並無阻擋民眾異議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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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業

務

相

關

建

議 

其

他 

我帶了授權書仍無法代辦 

原本以為可以申請到府，結果只能親自

去，對於臥床者可有更好的方法嗎 

因不動產涉及人民財產權益甚鉅，

授權事項亦訂有相關規範，本所依

規定審認。 

本所有提供到府到院到社區地政

服務，如符合服務項目及服務對象

之資格皆得向本所申請該服務，另

本所將加強宣傳相關便民服務。 

有授權書也無法代辦 

領取的單子遺失無法領取 

領取權狀者應出具領據及原印章

樣式始得領件；遺失領據及原印章

時，送件人本人應親自到場領件，

並出示身分證正本供同仁核對身

分，保障人民財產安全。將持續加

強同仁溝通技巧，以杜弭民怨。 

可以考量酌收工本費用😃 相關規費皆依土地法、土地登記規

則及、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書狀

及申請應用地籍資料規費收費標

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另有關登記案件罰鍰之計算及裁

處依土地法第 73 條第 2 項及土地

登記規則第 50條規定辦理。 

費用太高 

你好針對之前未完成登記成功，但是房

屋稅已更名，如果罰款能降低比印花稅

略低，甚至不罰這樣是否比較便民貼心，

卻只能退件還要重新申請備感不便 

希望登記課主管及同仁能同理心，謝謝 

在確認身份時會要求拉下口罩看，有可

能成為防疫的破口。是不是可以用雙證

件的認證來取代？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0 條規定申請

登記案件，當事人親自到場核對身

分，仍須確認是否為當事人並使用

辨識系統比對臉部特徵。 

目前雖為疫情期間，惟為確認當事

人之身份，櫃檯同仁仍需請民眾拉

下口罩等影響辨識容貌之物品，本

所會持續改善同仁與民眾溝通情

形，降低民眾誤解機率。 

疫情期間還要拉下口罩拿下眼鏡確認是

否本人有點擔心也危險 

流程也太複雜了 

申辦不動產登記須至不同機關申

辦相關業務，是流程較為複雜。本

所業已針對登記流程較複雜之買

賣、贈與、繼承（或分割繼承）製

作流程圖，讓民眾更輕鬆易懂。 



13 
 

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業

務

相

關

建

議 

其

他 

跨縣市辦理權狀的申請費用，不知是否

可直接繳納給申辦地的地政事務所 A，由

A代收代付轉帳至權狀所有地 B，不用隔

日再到銀行匯款？謝謝！ 

依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收地政

類申請案件作業原則規定。現行代

收機關僅受理代寄郵資費用，相關

申辦規費仍由管轄機關處理。另本

案本所將於適當之全國性會議提

案討論。 

有單據證明或回執文件更好 
於辦理收件作業完畢或繳納相關

規費，皆會給予申請人收據。 

建議是否得以比照戶政體系有夜間延長

服務時間的便民措施，謝謝！ 

本所有提供多元管道預約延時服

務，服務受理時間為上班日下午 5

時 30分至 6時 30分。 

希望政府推動的各種事，同仁能清楚。 

將持續加強向同仁宣導相關新便

民措施，並於知管系統放置相關訊

息提供同仁參閱。 

有些文件問題的填寫讓民眾不知如何填

寫，不夠清晰，如代位繼承的問題就未納

入格式中，都需問承辦人員。 

將重新檢視填寫書表範例。 

身份證很多銀行都採掃描自動加浮水

印，中和地政還用影印而且身份證不會

主動加蓋作業章，有改進空間。 

櫃檯人員協助民眾影印身分證明

文件皆會主動加蓋正影本相符章

附案。另現行設備暫無法掃描後自

動加浮水印，擬納入後續業務規

劃。 

去辦理時，未告知有郵寄服務 

本所已於綜合收件櫃檯螢幕後方

張貼郵寄服務相關訊息，將持續加

強本所內外部為民服務品質，提供

民眾更貼心友善之服務。 

1 個地號應簡化為 1 張謄本,何以要發 2

張呢？不可思議。 

謄本係不動產交易重要參考資料，

需顯示項目、內容及格式皆依中央

統一規範，本所無法自行調整內

容，本所會持續改善同仁與民眾溝

通情形，請同仁於民眾申請當下有

疑問時詳細說明，降低民眾誤解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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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業

務

相

關

建

議 

其

他 

講話聲音太小聲，有些話語聽不清楚以

上建議 

本所櫃檯間距離較近，如裝設擴音

器有櫃檯間互相干擾之疑慮，故暫

無裝設之考量，至戴口罩講話音量

較小將提醒同仁留意。 

聲音太小 

戴口罩時聲亮可稍大聲一點的，謝謝 

疫情期間，希望透明隔板能裝個收音擴

音器，聽不太到承辦人員的說話，太遠

了，感謝，其他都感受非常好，親切，快

速，確實 

中和所的同仁都非常親切，每日回答很

多問題，建議櫃檯有麥克風減少喉嚨損

傷 

環境

及 

設備

相關

建議 

建議地下停車場到地政事務所開放室內

路線 

因交通局於地下停車場並未設有

體溫量測站，易形成防疫破口，故

疫情期間仍建請維持現有管制方

式，俟疫情過後即開放室內路線。 

應能對洽公或是要到運動中心民眾提供

停車位 

本所地下室設有汽車停車空間提

供洽公民眾使用。 

空間設計及色彩太繽紛，感覺很混亂，尤

其是地上的 7個大字。 

地板上之中和地政 280等 7字，係

鑲嵌於塑膠地板上，故倘需清除該

字樣須將 1樓地板移除重作，本案

擬納入日後重新規劃。 

改善硬體啦，從發給民眾的電話號碼開

始。問來問去都是問員工，怎麼不問你們

的硬體？你們的電話號碼特別爛，每次

都收不到訊息、千篇一律都講是我們民

眾手機設定問題，難道你們就不能固定

一個號碼，讓我們針對性的解除黑名單

或解除封鎖就好啦。 

本所簡訊通知發送系統所設定之

傳訊門號僅有一個，因屬大量發送

訊息之行為，容易被電信業者認定

為廣告訊息而阻擋，將持續測試及

觀察調校，並加強內外部為民服務

品質，提供民眾更貼心友善之服

務。 

系統無法連線導致等候許久，卻無法於

現場辦完欲辦理的事項，重要證件又無

法郵寄，因此需多跑一趟。 

若有類似問題，因及早告知民眾，勿讓人

空等還得多跑一趟 

本所網路連線情形均有監控並每

日檢視，亦將持續測試及觀察調

校，並加強內外部為民服務品質，

提供民眾更貼心友善之服務。 
貴單位電腦連線不穩定，導致浪費很多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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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類別 
民眾意見內容 回應及改進回饋 

環境

及 

設備

相關

建議 

帶口罩空调不夠十分悶熱。一樓地板凹

凸不平，我及另一位民眾曾踉蹌幾乎跌

倒 

本所 1 樓各空調面板皆設置為 26

度，2至 5樓皆設定為 26至 28度。

另為防冷氣外洩，本所業已加裝自

動門。 

至地板凹凸不平一節，推判其原因

為打蠟後民眾較常踩踏之地方蠟

較易磨損變得不光滑，因光滑程度

不一，致有此情形發生。將要求打

蠟廠商力求提升打蠟品質。並設置

告示牌提醒民眾注意自身安全 

室內有點悶 

人多時冷氣不夠冷喔！ 

冷氣有點冷 

九、 結論與建議 

  本次調查屬常態性之滿意度問卷調查，為民眾至本所辦理登記

完畢並領件完竣後之意見表達，由所填意見推測對象多為非專業代

理人居多，因平常鮮少至地政機關申辦案件亦不常接觸地政業務，

故對地政機關有哪些服務與規定不清楚，是本次調查提供相關意見

及建議皆屬民眾之真實回應。 

  經查大多透過本次登記案件滿意度調查民眾對於申辦案件「辦

理時間」、「服務同仁的專業性」、「服務同仁的服務禮儀」、「洽公體

驗感受」，各項滿意程度均達 98%以上，獲得 2560位民眾正面肯定

之評價，本所將持續保持關注，以提供民眾更貼心友善之服務。 

    另針對本次民眾意見及相關建議，發想下列回饋做法： 

(一) 領件櫃檯增設叫號系統： 

本所領件櫃檯業務內容繁多須較長處理時間，致領件櫃台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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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眾排隊等候，且偶有發生因案件開立須小補至 2樓補正

後，返回 1樓領件窗口導致其他民眾誤解插隊的情形，是為解

決類此情事，本所擬於領件櫃檯增設叫號系統，避免民眾誤解

先後順序，使服務流程更為順暢。 

(二) 身分證明文件掃描後自動加浮水印納入後續規劃： 

因本所現行設備尚無法掃描身分證明文件後自動加浮水印，擬

刻「僅供登記機關申辦地政業務使用」等字樣之印章，提供予

有需要之民眾使用，另掃描後自動加浮水印亦擬納入後續業務

規劃。 

(三) 相關意見及建議於適當會議提案： 

有關民眾建議提及現行跨縣市代收申請，相關登記規費尚無法

由代收機關直接受理，及地政系統已顯示異動完成惟實務運作

仍有過地價、列狀、拆件等流程，致生誤解，因現行做法均為

中央統一規範，本所將於適當之全國性會議提案討論。 

(四) 製作說明圖卡並宣傳各項作業流程及業務內容： 

因自辦登記案件之民眾平常鮮少至地政機關申辦案件亦不常接

觸地政業務，故對地政機關有哪些服務與規定不清楚，易對相

關業務流程產生誤會，致生抱怨。是擬製作各項業務窗口說明

圖卡並加強宣傳，為利民眾更清楚明瞭各項作業流程及業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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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五) 增設告示牌提醒： 

地政事務所為公共場域，多有民眾來往，為營造安全洽公環

境，除應定期檢視各項設施外，對違安全之虞者應設置提醒告

示牌。 

  透過登記案件滿意度調查可了解民眾意見反饋，從中改善並提

升作法，使本所更貼近民眾需求，未來亦將持續傾聽民眾聲音，蒐

集民眾意見進行改善，以提升本所為民服務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