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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問題與現況】 

一、受理業務分流，民眾洽辦業務窗口不明確： 

地政事務所主要受理民眾不動產登記及測量相關業務，因該

二業務分屬不同課室辦理，故在受理的窗口上即依業務性質

採分流方式，是以民眾洽公時需依洽辦業務先行確認課室所

屬櫃檯。 

二、作業環節分屬不同櫃檯處理，單一窗口作業未盡澈底： 

業務受理窗口，從收件、計費、收費到審查，每一個作業環

節皆由不同櫃檯人員分別擔綱，分工雖細，卻造成流程冗長

無效率，民眾對第一線為民服務評價不佳。 

【促發改變之動力】 

一、外部建議︰ 

行政院研考會於 95年至本府地政處辦理第 8屆服務品質獎入

圍機關實地查證時，以旁觀者的立場建議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在設置櫃檯上，應作更全面之單一窗口服務。本處處長亦於

地政處第 501 次處務會議時指示本所配合搬遷新辦公大樓

時，將上述建議事項評估其可行性並納入規劃。 

二、內部自省： 

基於上述之建議、指示，本所成立「全功能櫃檯工作小組」，

重新檢視整個受理民眾登記及測量作業的流程及動線，並基

於「以客為尊」、「同理心」的為民服務原則，思考如何在法

定的規定範圍內，將該受理作業流程規劃整合以使單純化，

以使民眾感受高效率的服務品質及真正落實單一窗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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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法源依據】 

一、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3條，辦理土地登記程序於實質審查前，

需先收件及計收規費。 

二、依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

項第 3點及第 4點規定辦理規費之計算、規費單之開立及收

費作業，另依同注意事項第 7點規定上開三項作業，得配合

實務作業需要或辦公場所之配置，合併由一或二人辦理。 

【實施辦法】 

一、將原先分由不同櫃檯辦理的登記案及測量案收件、計費、收

費業務及登記案簡易案件審查 5個櫃檯業務整合成 1個「全

功能櫃檯」業務，單一窗口服務更確實。 

 

 

 

 

 

 

 

 

 

 

 

 

 

二、設立 8個「全功能櫃檯」（7個常設櫃檯及 1個機動櫃檯），以

多人受理同一業務縮短民眾等候時間，提升整體服務效率。 

 

 

 

 

 

 

 

 

 

 

 

 

 

 

 

 

（圖五）實施全功能櫃檯前後作業流程簡化示意圖（●代表分段點） 

實施前：櫃檯分散，作業分段處理，申請人於櫃檯間穿梭 

實施後：櫃檯功能整合強化，作業集中，處理過程一氣呵成， 
          民眾不再需要轉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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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前：櫃檯分散，人員僅具單一職能，人力無法互為支援，各櫃檯需用人力較多 
 
 
 
 
 
 
 
 
實施後：櫃檯集中，人員具全方位職能，可互為支援，人力較少，服務更好 
 
 
 
 
 
 
 
 
 

全功能櫃檯實施前後櫃檯設置情形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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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困境突破之策略】 

一、跨課室專案小組 

（一）困難點： 

「全功能櫃檯」的實施，改變以往地政事務所受理作業

方式，對應整併的業務項目、直線式的內部動線安排、

維持相當服務速度水準應需之人力及作業機具的配置，

因涉跨課室業務及人力支應，是以非由單一課室能獨立

規劃。 

（二）突破策略： 

為能群策群力，以竟事功，由本所林主任健智為召集人

成立「全功能櫃檯工作小組」，就作業方式多次會議研

商，並由各課室就該作業方式可能遭遇之問題提出解決

方案後，明定實施的計畫期程。 

二、計費及收費業務流程簡化 

（一）困難點： 

業務整併項目包含規費的計算、規費單之開立及收費作

業的整合，惟上述該三項作業，以往為了防弊，規定計

費及收費人員不能為同一人，是以在計費及收費人員

間，就民眾交付的費用，形成重複點收及流程反覆遞送

的情形。 

（二）突破策略： 

為能落實流程整併及單一窗口直線作業，並考量現行各

機關所實施之內部控制，以能有效防堵規費收取之弊

端，故就擬由同一人辦理計費及收費事宜報臺北市政府

地政處核備，並經該處以 96年 5月 3日北市地一字第

09631032000號函同意本所所擬意見。 

三、教育訓練及訂定標準作業流程以整合提升人員職能 

（一）困難點： 

以往各課室就其辦理業務各司其職，並無互為支援之情

事，然現業務整併後，為維相當服務之水準，並不排擠

其他為民服務事項，需跨課室的人力統合運用，惟「全

功能櫃檯」業務項目與未來實際作業人員原辦理之單一

業務項目差距極大，除需了解整個作業流程外，更需熟

悉法令規定及設備界面的運用。 

（二）突破策略： 

為使「全功能櫃檯」作業人員實際作業後能順暢運作，

以 5個月的時間反覆施以教育訓練，並於正式全面實施

前，分階段於部分櫃檯開辦該作業，以檢視作業上之盲

點，訂定標準作業流程，加速整合提升人員作業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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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成 效 

【成本效益分析】 

「全功能櫃檯」作業配合本所辦公室之搬遷作業，在既有的預算

額度內，由本所同仁自行檢視，並為人力及機具設備的統合規劃，

在無額外的費用支出下，提升整體工作效能。 

【內部效益】 

一、羣策羣力，破除課室本位主義 

跨課室的業務整併及人力統合運用，除了事前妥為規劃外，

全體同仁打破課室藩籬，以腦力激盪的方式，提出作業過程

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並藉由課室間的協調，謀求適合之解

決方案，促成團隊凝聚力的加強。 

二、培育人員全方位工作職能 

透過全功能櫃檯業務之實施，以全方位之工作職能，活化人

員的能力，使不同業務課室人員間，對彼此之作業方式有基

本的了解。 

三、櫃檯集中設置人力精簡 

過去櫃檯依不同業務性質分散設置，因各櫃檯無法互為支

應，需配置人力 9員；全功能櫃檯業務整併並集中設置，人

員因辦理同一業務可互為支應，僅配置人力 7員即可發揮較

過去更優質快速的服務。 

四、行政作業程序的突破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登記申請案、測量申請案及各類謄本

核發業務，遇民眾需繳納費用時，係由收件人員計費後，另

由收費人員收費，惟該項作業往往造成收件人員及收費人員

間金額的重覆點收，增加作業不必要的停頓，是以實施全功

能櫃檯由收件人員兼收費人員，加速處理之效率，使全功能

櫃檯發揮最大的功能順暢流程。 

【外部效益】 

一、櫃檯功能五合一，「一處收件，全程服務」 

全功能櫃檯以五合一的作業方式，整併登記、測量案之收件、

收費與簡易登記案件審查業務，除櫃檯功能強化外，作業流

程一氣呵成，減少民眾接觸點，可使民眾無須於各櫃檯間穿

梭及等待，達到「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便民服務。 

二、相同業務，多人處理，縮短處理及等候時間 

全功能櫃檯作業人員 7人，人力相互支援，減少民眾等候，

並經由簡化收件、收費人員間重覆點收及二次遞送流程，加

速案件處理效能。 

實施前民眾等候時間（96年 1至 7月）：4分 8秒 

實施後民眾等候時間（97年 1至 7月）：3分 17秒 

實施後服務 20,821人次，節省時間共計 17,697分 51秒 

整體效率提升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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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成 效 

三、服務品質滿意情形大幅改善 

針對「全功能櫃檯」服務措施，加強民眾之便利性，獲得 93%

之滿意度，如加計尚可及普通選項者，則高達 100%之滿意度。 

四、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全面實施，擴大便民成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依據本所試辦結果，邀集本市各地政事務

所研商後，以 97年 3月 24日北市地一字第 09730768400號

函研訂「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推動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全功能櫃

檯服務實施計畫」，將該作業方式擬定期程推廣實施至本市

其他地政事務所。 

所別 試辦日期 正式實施日期 

建成地政事務所 97年 03月 31日 97年 07月 01日 

士林地政事務所 97年 06月 02日 97年 09月 01日 

古亭地政事務所 97年 09月 01日 97年 11月 11日 

大安地政事務所 97年 10月 01日 97年 11月 01日 

中山地政事務所 97年 11月 03日 98年 02月 01日  

相關附件 

表一、實施全功能櫃檯相關問題及解決方案彙整表 

表二、推動試辦時程甘特圖表 

表三、全功能櫃檯試辦初期階段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方案彙整表 

表四、實施全功能櫃檯前後處理及民眾等候平均時間表 

表五、實施全功能櫃檯前後櫃檯處理及民眾等候平均時間表 

表六、全功能櫃檯實施前後對照表 

圖一、實施全功能櫃檯前後各櫃檯動線分佈圖 

附件一：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第 501次處務會議紀錄 

附件二：全功能櫃檯期前作業計畫（草案） 

附件三：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推動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全功能櫃檯服

務實施計畫 

聯絡窗口 

姓名：傅小芝 

電話：02-27230711轉 101 

Email：fv-1228@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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