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107 年(7-12 月)
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執行情形表
一、整體服務類
【表 1：個別評核構面-基礎服務】

｛1-1 服務一致及正確｝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申 辦 業 務 標 各單位
準作業流程
訂定情形

1.為便利民眾了解各項稅務申辦案件標準作
業流程，於本局網站建置標準作業流程內
容，以廣週知。
2.各項申請案件應備證件、處理期限及流程
圖已於本局網站及縣府 e-櫃檯公開。
3.為使全功能服務櫃臺人員能迅速且正確輔
導民眾申辦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及
身障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首創自行設計
檢核表，按其檢核表逐一檢視各項目，以
免日後發生駁回或補件情況，造成民眾不
便。

服務及時性

土地稅科業務:
1.有關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課徵田賦案件，本
局已製作公設完竣查詢聯繫單紀錄表及
認定農業使用情形聯繫單紀錄表，並建立
清冊供統計使用。
2. 本局已於本局網站建置地價稅預估稅額
查詢專區，提供民眾預先查詢當年應納
地價稅，並提供前 1 年度開徵稅額，以利
民眾比較。
3.受理民眾申請之案件如有可即時補正之
事項，即先以電話或書面通知補正，而
不逕予駁回申請
4.受理民眾申報土地增值稅移轉現值收件
業務，係由總、分局就溪北、溪南轄區各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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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自收件，對於溪北民眾申報坐落溪南土地
移轉現值，或溪南民眾申報坐落溪北土地
移轉現值，常須南北奔走造成不便，為提
供民眾便捷、貼心的服務，總、分局跨區
受理縣內土地增值稅現值申報收件領件
業務，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107 年 7-12
月跨區受理件數計 613 件。。
法務科業務:
公文書函均列印承辦人姓名、電話，方便民
眾聯繫及查詢。
資訊管理科業務:
1.為加強便民及提升服務品質，簡化並縮短
退稅作業時程，辦理使用牌照稅、房屋
稅、地價稅、娛樂稅及印花稅等 5 稅目現
金退稅。107 年 7-12 月辦理現金退稅計
93 件，退稅金額 321,728 元。
2.主動辦理重溢繳退稅，無須民眾提出申
請，並開辦直撥退稅便民措施，民眾於退
稅時檢附郵局或金融機構帳戶影本，本局
即將退稅款撥入指定帳戶內，省時、安全
又便捷。107 年 7-12 月主動辦退 5,065
件(直撥退稅 1,252 件)。
3.107 年 7-12 月受理退稅案件(支票註銷劃
線 2 件、支票遺失 2 件、支票逾期未兌領
重辦 4 件、支票改直撥 14 件)，核發無違
章、欠稅證明 9 件及各稅繳納證明 16 件；
均於公文期限內完成。
企劃服務科業務:
1.加強人民申辦案件公文稽催管考，依限辦
結率為 100%。
2.定期調卷分析：每月定期辦理案件抽查，
分析案件辦理過程是否需簡化、過程有無
延誤，以及處理內容是否適當，並提出改
進建議。107 年 7-12 月申請案件 11,440
件，調卷分析 228 件，並將分析結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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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科、股長後，於局務會議報告。
3.自動列印申請書：服務人員運用內網財稅
系統 YRQ102 或 IFORM 系統，以電腦自動
列印申請書，交民眾確認簽章，民眾免填
申請書。
4.使用電子簽名板：為加速民眾申辦案件所
需時間，107 年 7 月份於全功能服務櫃臺
全面建置無紙化電子簽名影像系統，於受
理民眾申辦案件時，以無紙化電子簽名系
統替代傳統紙本簽名，免列印申請書，並
使用掃描器免影印證明文件。

服 務 人 員 專 各單位
業度

土地稅科業務:
1.每月舉開科務會議，就新頒法令、財政部
函釋及相關特殊案例加以說明及宣導，提
升同仁專業智能。
2.於各項稅務清查前，均辦理相關清查作業
勤前講習會議，就清查作業各項應注意事
項、作法及容易造成民眾疑義之問題點等
詳細說明，以期清查作業順利完成。
3.107 年 1 月 10 日召開 107 年度加強地價稅
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會議。
4.107 年 9 月 20 日召開 107 年地價稅核稅前
異常清理、開徵及催繳作業講習。
法務科業務:
適時提醒服務人員應依據法規精準、正確
地回答問題，以滿足民眾洽公需求。
財產稅科業務:
107 年 12 月 27 日召開 107 年度契稅法令暨
作業實務講習會。
資訊管理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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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1.107 年 7-12 月辦理內部講習會，提升同
仁個資與資安認知，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1)107 年 6 月 1 日舉辦「VLT 使用牌照稅
自徵系統上線說明及系統操作講習會」
。
(2)107 年 6 月 20 日舉辦「骨幹及 L2 交換
器故障演練前置說明暨教育訓練講習」
。
(3)107 年 6 月 21 日辦理「個資暨資安保護
認知宣導教育訓練」
。
(4)107 年 6 月 26 日與 9 月 27 日分別舉辦
「SQL 語法初階、進階講習會」。
(5)107 年 7 月 18 日舉辦「財稅內網公文暨
差勤等系統作業講習會」
。
(6)107 年 7 月 24 日舉辦「虛擬伺服器觀念
及演練操作講習會」
。
(7)107 年 7 月 31 日舉辦「內外網 PC 檔案
交換作業講習會」。
(8)107 年 8 月 16 日舉辦「電腦障礙排除與
檢測教育訓練」。
(9)107 年 9 月 19 日舉辦
「Paloalto PA-220
防火牆教育訓練」。
(10)107 年 10 月 3 日舉辦「雲端文件倉儲
教育訓練」。
(11) 107 年 10 月 18 日辦理「轉帳劃解欠
稅移送違章行政救濟戶政等系統作業
講習會」。
(12)107 年 10 月 18 日舉辦「資訊安全及個
人資料保護認知教育訓練」。
(13)107 年 10 月 22 日舉辦「資訊稽核技巧
教育訓練」。
(14)107 年 10 月 29 日辦理「銷號全國財產
稅退稅徵銷徵課徵收等系統作業講習
會」。
(15)107 年 12 月 7 日舉辦「Win10 個人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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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腦基本操作講習會」
。
(16)107 年 12 月 18 日舉辦「以電子方式傳
送繳款書、轉帳通知及證明作業系統
講習會」。
2.各項工作處理流程、電子作業執行計畫、
系統操作步驟等，均製作知識文件上傳知
識管理系統，供同仁下載運用以利經驗與
專業之傳承。107 年 7-12 月累計上傳知識
管理系統分享文章計 43 件。
人事室業務:
1.107 下半年遴派 63 人次參加 107 年度統一
發票推行及稅務法令研習會租稅宣導、地
方財政研習班、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勞
動派遣與勞務承攬實務研習班、中階主管
「用心領導、溝通無礙」研習班、107 年
度「主管人員研習班(M7-M10) 第 7 至 10
期」訓練、107 年度「服務人員職場實用
英語研習班(107E13)-(107E14)」第 1 期
至第 2 期訓練、107 年度「職場平權、性
騷擾防治及就業歧視研習會」、數位行銷
素材製作研習班、員工電子郵件暨惡意郵
件防治系統使用者教育訓練、107 年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正額
錄取人員免除基礎訓練、107 年度委任公
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107 年度薦任
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107 年度「主
管人員研習班」訓練、107 年度「服務禮
儀培訓班」
、106 年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
試財稅行政類科錄取人員財稅專業法令
集中實務訓練、107 年度「地方科長管理
職能應用班、進階班」暨「基層主管班」
訓練、107 年度「初任薦任官等主管職務
人員研究班」訓練、推動開放格式文件
(ODF-CNS15251)政策教育訓練、107 年度
「使用牌照稅查核實務班」及「娛樂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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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花稅查核實務班」
、107 年度政府資料開放
相關教育訓練、106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錄取人員基礎訓練、106 年特種考試地方
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及 107 年公務人員初等
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員講習分區
測驗、106 年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財
稅行政類科錄取人員財稅專業法令集中
實務訓練、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 107 年
訓練、提升主管職場敏感度訓練、107 年
度「稅捐稽徵法專題研修班」
、107 年度「租
稅教育及宣導人員培訓班」
、
「善用雲端工
具，增進辦公效率」課程教育訓練、107
年度「行政救濟理論與實務專題研修班」
第 1－2 期及「破產法與公司法(清算及重
整相關法令)專題研修班」
、107 年度法治
教育訓練、107 年度「行政程序法、行政
罰法專題研修班」
、107 年度人事資訊系統
教育訓練、107 年度「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專業訓練班(含回流訓練)」
、107 年度「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暨相關子法規」第 1 期至
第 2 期訓練、107 年電子治理策略管理訓
練、推動 ODF 文件標準政策說明會及製作
ODF 文件軟體教育訓練、自然人憑證應用
及安全管理說明會暨 API 教育訓練、107
年度「信託法令及查核實務專題研修
班」、107 年度「欠稅執行實務班」、107
年度「強制執行法專題研修班」及「行政
執行法專題研修班」、本府資料開放平台
操作教育訓練、107 年度「地理資訊系統」
基礎教育訓練、107 年性別意識培力一般
公務人員及高階公務人員教育訓練、107
年度資安健檢、滲透測試及弱點掃描作業
教育訓練、107 年度消費者保護相關業務
承辦人員教育訓練、數位行銷素材製作研
習班、員工電子郵件暨惡意郵件防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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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使用者教育訓練、108 年度「地價稅稽徵
實務班」及「房屋稅及契稅稽徵實務班」、
區域聯防(ISAC+CERT)系統平台使用說明
教育訓練等。
2.本局終身學習時數平均 56.6 小時，其中
領導力發展平均時數 1.9 小時、政策能力
訓練 28.9 小時、機關業務知能訓練 20.8
小時、自我成長及其他 5 小時。
企劃服務科業務:
1.為儲備人才教育訓練，加強同仁稅務法令
知識，了解 SOP 標準作業流程，於知識管
理系統建置全功能服務櫃臺標準作業流
程，以增進同仁專業訓練。
2.彙整各稅業務 Q&A 題目，提供每月志工
及羅東稽徵所人員電話測試之參考，以測
試同仁是否能精準回應問題及回應內容
的「正確率」，107 年 7-12 月測試 240 人
次。
3.對新頒法令或特殊案件，各單位均利用科
務會議就其內容適時提出共同研討，務求
確實了解稅法涵義及規定，有助知悉相關
規定與作法，以加深同仁印象。
4.於知識管理系統及員工業務網建置各類
知識管理夾，將本局各種內部作業要點規
定、單位公文書表、研究報告、經驗傳承
(專業知識、處理流程)上傳，供同仁分享
下載使用。
5.輔導志工完成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及
辦理志工服務訓練，加強志工稅務專業知
識及為民服務禮儀，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6.民眾洽詢或申辦證件不齊時，本局主動告
知處理流程及應備證件與書表填寫等事
宜，並提供由內網財稅系統 YRQ303 產出
之「一次告知單」，避免民眾來回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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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服務友善｝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服 務 設 施 合 資訊管理科
宜程度
行政科
企劃服務科

資訊管理科業務:
設置「iTaiwan」
、
「elandmac」
、
「itaiwan」
、
「
elandfree」免費無線上網熱點，以數位化的
洽公環境，提供民眾快速無線上網服務。
行政科業務:
1.設置核心設施：親子廁所、哺乳室、尿布
台、無障礙設施、愛心櫃臺、輪椅、申辦
書表、填寫範例。
2.設置一般設施：服務台、民眾書寫台、電
腦（網路）、飲水機、縣內免費電話、影
印機、停車位、諮商室（區）、檔案應用
專區、宣導資料及文具用品。
3.其他設施：吹風機、血壓計、老花眼鏡、
手機快速充電器、液晶電視、書報雜誌、
傘架、雨衣架、消毒酒精、公務腳踏車、
愛心傘。
4.服務場所各項設施隨時維護更新，並設專
人完善管理，以符合民眾需要。
企劃服務科業務:
1.編印民眾常詢問及洽辦之業務 Q&A、全功
能服務櫃臺申請書範例及空白申請書表
提供民眾填寫參考使用。
2.志工服務台設置大門入口處，每日值日人
員負責引導及代填申請書表。
3.設置輔導櫃臺，提供各類需用文具，並於
桌面放置填寫範例及常用文字參考資料。
便利現場書寫使用。
4.在全功能服務櫃臺上方製作雙語告牌，方
便外籍人士洽辦公務。
5.建置電子簽名板，節省民眾洽公時間，同
時節能減碳又可減少倉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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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網 站 使 用 便 企劃服務科
利性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各單位

1.提供全文檢索服務，輸入欲查詢之文字，
即顯示相關資訊。
2.可以「關鍵字」
、
「交叉查詢」
、
「全部」或
資訊分類檢索「主題」
、「施政」、
「服務」
及「常用資料」分類查詢。
3.每頁網頁嵌入 metadata 外；亦提供「主
題」
、
「施政」
、
「服務」等檢索功能，符合
行政院函頒「行政機關電子資料流通實施
要點」，及研考會函頒「行政機關電子資
料詮釋資料及分類檢索」規定。
4.提供檢索功能說明及使用範例，讓使用民
眾瞭解查詢規則，容易操作使用。另提供
找不到資訊時之建議，讓民眾參考。
5.查詢檢索資料過多時以分頁方式呈現，供
民眾點選，檢索結果依相似程度、時間、
主題等方式排列，方便使用者取得所需資
訊。
6.設置快捷功能區，提供「線上申辦」
、
「網
路申報」
、
「房地移轉 DIY」
、
「查詢（調）
」、
「預約」
、「試算」
、「交流」
、「下載」等民
眾較常辦理之項目，符合民眾使用需求，
方便查詢、下載及瀏覽資料。
7.本局網站提供 RSS 訊息訂閱服務，民眾只
要下載 RSS 閱讀軟體，即能在上網狀態，
從電腦端收到本局網站最新報導。
8.本局網站中文版、英文網及兒童網均建置
無障礙網頁，105 年已向 NCC 申請無障礙
網頁重新檢測，於 105 年 6 月 21 日通過
無障礙檢測，取得 AA 優先等級無障礙標
章，103 年起每季由網站委外廠商自行做
全網站無障礙網頁檢測，以確保無障礙網
頁維持正常狀況。
9.線上服務項目：
(1)線上申辦
提供線上申辦共 108 項，計有土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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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稅 14 項、地價稅 23 項、房屋稅 19 項、
契稅 10 項、使用牌照稅 13 項、娛樂稅
9 項、印花稅 8 項、及其他稅務行政 11
項、檔案應用 1 項。
(2)線上預約
提供線上預約共 5 項，計有零等待預約
服務、局長與民有約、預約到府服務、
預約假日服務、稅務行動教室。
(3)線上試算
提供線上試算共 12 項，計有土地增值
稅試算、重購退稅試算、契稅試算、印
花稅試算、娛樂稅試算、使用牌照稅試
算、使用牌照稅可退稅額試算、滯納金
及利息試算、房地移轉稅務試算、房屋
稅試算、地價稅試算。
(4)線上查調
提供線上查調服務共 12 項，計有限制
出境資料、財產資料、退稅資料及退稅
資料抵欠明細、欠稅資料查詢、地價稅
課稅明細資料、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資
料、土地增值稅享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資料、房屋稅現值資料、個人所得資
料、各項稅款繳納資料暨土地增值稅及
契稅案件進度查詢。
(5)即時查詢
提供即時查詢服務共 21 項，計有地價
稅預估稅額查詢、人民申辦案件進度查
詢、民眾陳情案件進度查詢、土地增值
稅案件進度查詢、契稅案件進度查詢、
退稅未兌領支票查詢、物價指數查詢、
土地公告現值查詢、郵局公告利率查詢
等服務。
(6)表單下載
地價稅 10 項、土地增值稅 11 項、使用
牌照稅 4 項、房屋稅 10 項、契稅 2 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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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 4 項、娛樂稅 6 項、行政救濟 4
項及其他稅務行政 15 項，共計 66 項。
(7)連結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提供民眾及
專業人士 6 稅目網路申報(辦）
、列印繳
款書及繳稅服務。
※為提高網路申報績效，除加強宣導網路
申報，若地政士有申報、傳輸等疑難問
題，均由專人親自到事務所設法協助排
除。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案件處理時
限，一般案件由 7 天縮短為 3 個工作
天，自用住宅案件由 20 天縮短為 10 個
工作天。
(8 線上繳費
提供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儲蓄）
存款帳戶網際網路及電話語音繳稅等
線上繳稅服務，方便民眾不必出門即可
完成納稅義務。
(9）取件通知
開發線上申辦、書面申辦、線上陳情各
項案件申請進度查詢，方便民眾掌握申
辦案件進度。土地增值稅申報案件，如
載明 e-mail 信箱地址，於核稅完成後，
以 e-mail 通知取件。
(10）「PDA」、手機版網頁
網站增加「PDA」
、手機版網頁功能，提
供活動訊息、稅務新聞、稅務行事曆、
案件進度查詢、聯絡資訊等選項。
(11)「稅務 e 路通」專區
彙整各類財產所有權移轉、毀損、失竊
時，需洽辦之機關、辦理事項、應檢附
之證件及各稅節稅資訊，分類供民眾查
詢。
(12)「房屋移轉 DIY」及房地合一專區
提供不動產移轉 DIY 服務功能，只要
一次登錄相關基本資料，即可產出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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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機關申請表單，方便民眾自行辦理不
動產移轉。
(13)稅務精靈即時 call 專區
為提供多元稅務諮詢管道，網站建置
「稅務精靈即時 call 專區」
，包含「專
線電話服務」
、
「線上諮詢發問單」
、
「線
上稅務諮詢即時通(Skype)」等項目。
(14)LINE 線上諮詢
為提供更多元稅務諮詢管道，以機關專
線服務手機號碼申請 LINE 註冊帳號
後，直接受理民眾 LINE 線上稅務諮詢
服務。
(15)QR Code 專區
於網站設置民眾常用之網頁 QR 碼，便
利民眾以手機條碼掃描方式登入網站。
10. 民眾使用線上服務案件：
107 年 7-12 月受理民眾線上申辦 2,598
件。
11. 本局網站建置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
宣告，讓民眾瞭解本局對資料提供之運
用情形。
(1)設有安全防護設施：本局網站主機均設
有防火牆、防毒系統等相關的各項資訊
安全設備及必要的安全防護措施，加以
保護網站及民眾的個人資料。
(2)授權並簽保密合約：採用嚴格的保護措
施，只由經過授權的人員才能接觸民眾
的個人資料，相關處理人員皆簽有保密
合約，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會受到
相關的法律處分。
(3)業務委外要求保密：如因業務需要有必
要委託本局相關單位提供服務時，本網
站亦會嚴格要求其遵守保密義務，並且
採取必要檢查程序以確定其將確實遵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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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9 年 6 月進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 )整體建置服務專案，100 年 1
月 1 日正式導入，100 年 6 月通過 CNS
20071 合格認證，101~103 年持續推動
ISMS 業務，並於 104 年 1 月 26 日通過
新版「ISO 27001:2013 資訊安全管理年
度審查」合格認證。105~107 年每年通
過複驗稽核。
12.首創於網站建置「新住民稅務服務專
區」，提供地方稅服務、多國版文宣資
料、宣導活動、FB 及 LINE 稅務諮詢、國
稅資訊、友善連結等多項服務。
13.首創於網站建置「節稅專區」
，提供各稅
節稅申請要件、相關法令、線上申辦、
書表下載及稅務健檢等多項服務。
14.首創於網站建置「退稅專區」
，提供退稅
流程、線上申辦、線上查詢、書表下載
及範例、應備證件及流程圖、相關法令
等服務。
15.首創於網站建置「行政透明專區」
，提供
線上申辦、申辦流程及處理時限、案件
進度查詢、地方稅法規、統計資訊、復
查決定書案例查詢、預算執行情形、民
眾意見處理及分析、廉政園地等 9 項線
上服務。
16.首創於網站建置「線上查繳稅服務專
區」
，提供系統說明、各項手冊、下載專
區、客服聯絡窗口等服務，運用該專區
服務可輕鬆使用線上查繳稅系統查得當
期繳納稅額與繳納狀況，並可立即進行
繳稅，操作過程完全無須使用稅單，因
此，納稅義務人未收到稅單或遺失稅
單，即可利用本系統繳稅，無需再申請
補發稅單。
17.首創於網站建置「開放資料專區」
，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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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應用面思考，盤點業務資料，並於結
構化及去個資識別化後，採開放格式或
應用程式界免方式對外開放，提供需求
者連結下載及利用。
19.因 105 年公告地價大幅調整導致地價稅
調漲，造成民怨，為因應公告地價 2 年
調整一次，網站首創提供民眾地價稅預
估稅額查詢服務，透過查詢服務讓民眾
可提前審視稅額情形，遇有爭議提早解
決。

服 務 行 為 的 企劃服務科
友善性

各單位

1.全功能服務櫃臺及業務單位服務櫃臺設
置雙螢幕，民眾可由櫃臺雙螢幕，立即同
步確認申辦稅務資料內容是否正確，作業
流程透明化。
2.訂定本局「推行服務禮貌運動實施要點」
及「服務品質平時考核獎懲實施要點」:
(1)在電話禮貌方面由本局志工每月 2 位輪
流負責測試各業務單位同仁電話禮
貌，以提升服務效能。107 年 7-12 月測
試 156 人次。
(2)電話禮貌測試結果列入為民服務工作
平時考核表中，作為年度選拔績優單位
之依據，並於年度終了公開表揚及頒發
獎品。
(3)跨機關合作，洽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羅
東稽徵所對本局總機及同仁進行電話
禮貌測試，107 年 7-12 月測試 84 人次。
(4)電話測試成績以 90 分為合格，未達 90
分者為不合格，凡每月測試成績未達 90
分，陳核後移由單位主管負責督導改
善。107 年度平均分數達 95.66 分。
14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5)在服務品質平時考核方面，每期由 6 位
內部委員及 1 位外部委員進行考核，為
使考核更具客觀性，自 106 年第 3 期起
委由其他機關或適當人選擔任外部委
員，考核 5 個業務單位。各受考單位考
核結果，分為業務單位及幕僚單位 2
組，依年平均成績高低排列序位，各取
排名前二名由局長頒發「服務品質平時
考核績優團體獎」，以資鼓勵。
3.櫃臺服務人員對來局洽公民眾均主動招
呼，並協助民眾申辦，若涉及其他科室業
務，並主動引導辦理。民眾對課稅如有任
何疑義，本科承辦人員及科、股長均隨時
支援櫃台，提供業務諮詢服務工作。

服 務 資 訊 透 各單位
明度
(1)資訊公開

各單位

法務科業務：
1. 印花稅、娛樂稅各項申請案件應備證件、
處理期限及流程圖已於本局網站及縣府
e-櫃檯公開。
2. 違章審理、行政救濟、印花稅、娛樂稅等
相關自治法規、行政規則及業務統計已於
縣府法規資訊網及本局網站公開。
企劃服務科業務:
1.於本局大門入口處左側牆面公告人民申
請案件應備證件及處理時限資訊。
2.編印為民服務白皮書，提供本局簡介、業
務職掌、承辦單位與電話分機號碼及傳真
號碼。
3.將全功能服務「隨到隨辦案件」
、
「初審收
件案件」、
「身心障礙免使用牌照稅申請」
及「土地增值稅申報作業」流程圖展版，
懸掛於民眾等候區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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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民眾詢問度高的機關業務項目、地
址、電話、地圖等轉介資訊服務，並留下
本局聯絡電話及轉介服務人員姓名，俾利
民眾或他機關後續之聯繫。
5.由內網財稅系統 YRQ303 產出「一次告知
單」，載明應備證件，提供民眾一次補件
之資訊。
6.本局網站提供各稅申請案件表單及書寫
範例下載、全功能櫃臺服務項目應備證
件、作業流程圖、處理時間及業務承辦單
位電話、傳真機號碼等供民眾瀏覽查詢，
並定期做資料維護，以提供最新之聯絡資
訊。公文書函亦均列印承辦人姓名、電
話，方便民眾查詢。
7.於本局網站首頁設置「資訊公開」專區，
除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主動公
開 10 個項目外，本局另行公開業務統計
資料開放等項目，合計有 16 項，正確地
提供民眾資訊公開之比例已達 160%。(已
主動公開資訊項目數 16/應主動公開資訊
項目數 10)×100%=160%。
8.於本局網站最新消息區提供各項活動及
稅務訊息，供民眾點閱。
9.即時發布本局舉辦之各項租稅活動訊息
及各類租稅宣導比賽成績等，使民眾共同
參與。
10.提供線上申辦、試算及查詢事項，各稅
表單及範例，以利民眾快速申辦及下載
使用。
11.網路建置常見問題「問答集 FAQ」，供民
眾查詢閱覽。
12.將為民服務白皮書內容公布於本局網
站，方便民眾上網點選查詢。
13.各稅相關自治法規、行政規則及業務統
計已於縣府法規資訊網及本局網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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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14.本局網站建置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宣
告，讓民眾瞭解本局對提供資料之運用
情形。
15.於本局網站「公開資訊」項下，公開本
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項目彙整表」
，
供民眾查閱。
16.以公開化、資訊化、透明化服務民眾，
建置「交流園地」
、
「為民服務」
、
「網路 e
櫃臺」
、
「機關簡介」
、
「公開資訊」
、 「公
布欄」
、「宣導園地」
、「稅務法規釋令」
、
「繳稅方式」、「專區服務」、「租稅好 E
化」、「快速服務中心」、「稅務專區」等
主題，另以「財稅新聞」
、「活動公告」
、
「新頒稅務釋令」
、
「綜合快訊」 提供民
眾最新訊息，並以地方稅「稅目」分類。
17.於本局網站設置「檔案應用專區」
，提供
檔案管理作業規定、檔案應用 Q&A、檔案
應用線上申請、檔案活動紀實、相關網
站連結及檔案管理學習園地等，提供民
眾查詢使用。
18.其他重要資訊
(1) 設置快捷功能區：提供「線上申辦」
、
「網路申報」、
「房地移轉 DIY」、「查詢
（調）
」
、
「退稅」
、
「試算」
、
「節稅」
、
「下
載」等項目，方便民眾使用。
(2) 設置「租稅宣導短片」專區，提供最
新租稅宣導短片。
(3) 提供「過戶 DIY」專區：增加不動產移
轉 DIY 服務功能，只要一次登錄基本
資料，即可產出多項跨機關申請表
單，可服務未委託專業代理人，不諳
填寫各項申請書之民眾，自行辦理不
動產移轉手續。
(4) 「數位學習專區」：提供租稅宣導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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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供民眾觀賞及數位學習稅務節稅
知識及稅務資訊。
(5) 發布「民眾必知案例」
：滿足民眾知的
權利。
(6) 網站專區服務提供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專區、行政透明專區、資訊圖像化專
區、線上查繳稅服務專區、新住民稅
務專區等多項專區服務。
(7) 宜蘭縣政府 e 櫃檯:併同於宜蘭縣政
府網站之「線上申辦整合系統」設置
8 項申辦項目，提供民眾整合性之網
路服務。
19.依據「本局辦理網際網路業務規範」
，規
範網站教育訓練、內容更新、收發、管
考等負責單位，並成立網路資訊稽核小
組，由該小組每月 10 日前稽核各單位網
站資料，以瞭解網頁有無適時更新及連
結正確度，並於每月底前填報「網站資
料稽核表」陳核後送企劃服務科彙整。
107 年 7-12 月稽核 72 人次。
20.本局「活動公告」之活動訊息及「稅務
新聞之新聞稿等資料，經各單位陳核
後，由專人發布，並由專人每月定期查
核活動公告的有效性。
21.本局各單位設置網際網路負責人，負責
更新網站資訊，避免網站資訊過時。資
訊管理科定期維護網站伺服器及線路，
俾供民眾使用便利順暢。
22.依據「宜蘭縣政府資訊公開稽核要點」
，
每年分二次不定期由宜蘭縣政府執行資
訊 公開稽核作業，評核本局公開稽核之
完整性及資料連結正確性。
23.提供完整網站連結資訊服務，連結財政
部、賦稅署，財政部稅制委員會、全省
地方稅稽徵機關、國稅局、宜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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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e 政府、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全國
法規資料庫、法規資訊網、內政部志工
服務資訊網、內政部地政司、郵局等網
站，連結引用他機關資料皆標明資料來
源或引用資料名稱。
24.本局網站之超連結其標題與連結目標網
站(頁)相符。
25.網站系統提供自動檢視網站超連接皆有
效且正確功能，異常時主動通知維護人
員即時處理，以確保本局網站連結正確
有效。
26.依「宜蘭縣政府單位網站評比實施計
畫」，本局於每年 1、4、7、10 月 10 日
前，填寫「宜蘭縣政府單位網站評比指
標自評表」
，辦理單位網站自評，由縣府
抽核查驗並擬具查驗意見。
27.對攸關民眾權益之新頒法令適時發布新
聞稿使民眾知悉稅法規定。
28.各稅相關自治法規、行政規則及業務統
計已於縣府法規資訊網及本局網站公
開。

(2)資料開放

行政科
企劃服務科

行政科業務:
1.採購案件提供電子領標 2 件，方便投標廠
商參與投標。
2.於網站提供本局自行經收稅款作業要點
及檔案應用作業要點共 2 種 ODF 下載文件
格式。
企劃服務科業務:
1.於本局網站設置「開放資料專區」Banner
可直接連結縣府資料開放平台網站，便利
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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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2.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舉辦 open data 簡介暨
平台操作教育訓練，使同仁瞭解政府 open
data 對於電子化治理的政策推動而言，具
有監督政府及便民利民的雙重功能，已成
為國家民主化的表徵，更是全球政府治理
風潮。並透過平台操作的實機教授，使同
仁能順利上傳開放資料。
3. 辦理本局 open data 審查會議，由本局秘
書擔任召集人，企劃服務科、資訊管理
科、政風室、會計室及提案單位為審查小
組成員，以逐案討論之方式審查，以確保
本局開放資料之品質，同時討論可再提出
開放之資料，以促請本局各單位進行資料
開放作業，有效推動本局資料開放。
4.本局計增加開放資料集 88 個，加計原已開
放 76 個，總計達 164 個。

(3) 案 件 查 詢 土地稅科
管道
法務科
資訊管理科
企劃服務科

土地稅科業務:
土地增值稅申報案件於受理時，已告知預定
完成日期。另採用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案
件，申報人隨時均可線上查詢案件處理進
度。臨櫃申報亦可選擇於案件完成時以簡訊
通知。(107 年 7 至 12 月簡訊通知共計 899
件)
法務科業務:
1.公文書及繳款書均載有承辦人員姓名、電
話，俾利民眾聯繫。
2.印花稅及娛樂稅申請書已提供選擇以手機
簡訊方式通知結案。
3.訴願或復查案件，若非當事人親送案件，
即依據所留電話通知申請人或訴願人。
4.承辦公文如須函查他單位，均副知申請
20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人；訴願案因故展期答辯亦均函知訴願
人。
資訊管理科業務:
定期提供地方稅欠稅資料、退稅支票未兌領
資料、委託轉帳納稅資料、地價稅適用自用
住宅用地稅率資料及房屋稅籍編號資料，供
民眾於本局網站線上即時查詢。
企劃服務科業務:
1 本局提供民眾書面、現場、網路、電話、
PDA、手機版及傳真查詢申請案件進度。
2.網站建置人民申辦及陳情案件等進度查
詢。
3.人民申請案件現場申請者，發給收件單，
讓民眾能確定收件，並於收件單上印製
QR-code 進度查詢條碼，快速連結查詢網
頁，立即查詢申辦進度。
4.本局總收文及全功能服務櫃臺受理民眾申
辦案件，當場掣發載明承辦該案件之承辦
人姓名、電話及預定結案天數、本局免費
電話及網址之收件單，以利民眾瞭解及查
詢。
5.本局網站線上申辦案件，填妥申請事項傳
送後，網頁顯示收件確認訊息及收件編
號。
6.網站建置各項民意信箱，電子郵件由專人
管理，且系統自動發送收件確認訊息，供
民眾查詢進度。
7.地方稅網路申報案件，申報成功上傳後，
主動賦予收件編號，以供民眾線上查詢申
報進度；申報(請)案件核稅作業完成，主
動以 e-mail 通知申請人，可自行列印繳款
書及申請之文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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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個別評核構面-服務遞送】
｛2-1 服務便捷｝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建 置 單 一 窗 企劃服務科
口整合服務 羅東分局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1. 92 年 7 月 1 日起，創全省各稅捐機關之
先，總局及羅東分局同時實施「地方稅
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服務)」櫃臺，整
合局內各項服務內容，提供全功能櫃臺
化作業，落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
。
民眾申辦不同項目業務時，不必於各稅
櫃臺間奔波往返，只要在整合性之全功
能櫃臺即可完成申請手續，每年均持續檢
討全功能櫃臺服務項目，以符合申請人實
際服務需求，並同持推廣新政策，使全功
能櫃臺發揮更大效能與功用。107 年 7-12
月服務件數 83,880 件。
2. 總、分局共設 9 個全功能服務櫃臺，每
一櫃臺皆受理 108 項服務項目，包含房
屋稅 15 項、地價稅 15 項、土地增值稅
11 項、使用牌照稅 6 項、契稅 5 項、印
花稅 6 項、娛樂稅 3 項、工程受益費 1
項、特別稅 2 項、綜合業務 44 項，合計
108 項。另設置三大稅補單專櫃及契稅、
土地增值稅申報收件櫃臺、房地合一諮
詢專區、納保專區、新住民專區等。
3.全功能櫃臺服務再改造
(1)延時服務：除提供『中午不打烊』服務
外，並延長辦公時間至下午 6 時，，並
於三大稅開徵期間延長辦公時間至下
午 6 時，107 年 7-12 月服務件數 2,310
件。。
(2)預約假日服務：為滿足上班民眾不便洽
公之需，實施「預約假日服務」，於週
六及週日提供 40 項服務項目，創造感
動服務。
(3)主動服務：三大稅開徵期間，由主管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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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值服務，即時解決洽公民眾問題，並進
行意見調查及訪查民意，以蒐集民眾各
種興革意見，作為改進之參考。
(4)轉介單服務：將民眾經常詢問他機關之
資訊及地圖製成轉介單，於櫃臺服務時
送交民眾運用，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5)增設契稅、土地增值稅聯合服務櫃臺：
契稅案件原只能在鄉鎮市公所申報，為
便利民眾，本局首創成立契稅申報收件
專櫃，並與土地增值稅收件設置聯合櫃
臺只要一處即可同時申報契稅及土地
增值稅，真正做到「一處受理,全程服
務」。
(6)首創將不動產移轉須申報之土地增值
稅、契稅、印花稅整合於全功能服務
櫃檯，以達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便
民目標，提升服務品質。

減 除 申 辦 案 財產稅科
件 需 檢 附 之 企劃服務科
書表謄本

財產稅科業務:
1.建物因繼承、滅失或信託等原因而異動登
記所有人，按月由地政提供資料電子檔，
據以釐正房屋稅稅籍資料，免再由納稅人
申請，107 年 7 至 12 月共辦理 470 件。
2.對原有建築併案拆除者，於營造廠申請建
築工程開工時，即加附建造執照影本，與
開工報告書一併副知本局釐正稅籍，免由
納稅人申請。
3.申辦未辦保存房屋繼承案件由本局主動
以戶役政系統查詢戶籍資料，免由申請人
檢附。
企劃服務科業務:
1.為加速民眾申辦案件所需時間，107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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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面建置無紙化電子簽名系統替代傳統紙
本簽名，免列印申請書，並使用掃描器免
影印證明文件，除可快速辦理案件外，並
可節省紙張、影印費及倉儲空間，同時符
合環保減碳。
2.地政士證件電子備查檔：蒐集縣內地政士
身分證影本，由同仁自行設計證件電子檔
案，供特定權限承辦人查詢，並於申請書
蓋「證件電子化備查，查核無誤」，承辦
人免移動、免影印證件，達省時及節能減
碳成效。
3.免下載、免索取申請書：房屋稅、地價稅
及牌照稅繳款書背面增加委託代繳(領)
約定書、變更姓名、身分證編號及通訊地
址申請聯，民眾填寫後免回郵直接寄回本
局辦理。
4.表單簡化：將多項申辦項目簡併為單一表
單，減少民眾尋找表單時間，並達節省紙
張效益。
5.提供多項線上服務，免填申請書表：網站
提供線上申辦、網路申報、線上查調、即
時查詢、線上試算等服務，民眾免填申請
書表。
6.各項申辦案件免附戶籍及地籍謄本：為配
合內政部推動戶籍謄本減量措施及全面
免附地籍謄本服務，本局已運用跨機關電
子查驗作業查調，所有人民申請案件免由
民眾檢附戶籍謄本及地籍謄本。

開 發 線 上 申 土地稅科
辦服務
財產稅科
法務科

土地稅科業務:
為提高網路申報績效，除加強宣導網路申報
，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案件處理時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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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資訊管理科
企劃服務科

案件由 7 天縮短為 3 個工作天，自用住宅案
件由 20 天縮短為 10 個工作天。
財產稅科業務:
提供使用牌照稅、房屋稅開徵期間便利超商
補單繳稅服務。
法務科業務:
1. 配合各種租稅宣導活動並適時於本局網
站發布新聞稿，宣導線上(網路)申報之好
處。
2.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提供娛樂稅、印花
稅等稅目網路申報（辦）作業，並可自行
列印繳款書透過網路完成繳稅。
資訊管理科業務:
1.提供網路申報服務，107 年 7-12 月受理件
數共計土地增值稅 8,419 件、契稅 3,106
件、娛樂稅 172 件、印花稅 10,567 件、
房屋稅 844 件及地價稅 2,452 件。
2.地價稅開徵期間，提供便利超商補單繳稅
服務，107 年 11 月共計補單 39 件；提供
網路申報線上查繳稅服務，線上登入查詢
442 件，完成線上繳稅 51 件。
企劃服務科業務:
1.每年賡續檢討線上服務項目，以提升網站
服務量能。
2.跨平台通用服務部分，網站建置手機版、
PDA 版、宜縣小幫手、QR-code 專區等，
提供稅務新聞、活動公告、線上查詢、線
上試算、機關位置、案件進度查詢等服務
項目，供民眾透過行動載具閱覽及使用。

其 他 服 務 作 財產稅科
法
企劃服務科

財產稅科業務:
1.契稅採雙軌制申報，民眾亦可直接向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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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及所屬羅東分局申報契稅，免再往返稅捐
稽徵機關與公所間，省時又省力 107 年 7
至 12 月共受理件數 2,981 件。
2.主動輔導新建或新取得房屋之納稅人，申
辦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核課地價稅。
3.運用衛福部每月提供身心障礙者後續鑑
定檔案，交查身障免稅檔，以更新重新鑑
定者，主動展延免稅期限，民眾不需重新
申請，107 年 7 月~12 月共主動更新 3,027
筆。
4.於身心障礙後續鑑定日到期前 1 個月，主
動寄發通知書提醒民眾重新辦理鑑定，以
取得新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得以繼續免
徵使用牌照稅，107 年 7 月~12 月共輔導
349 筆。
5.主動輔導名下有汽車，且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手冊〉及汽車駕照之納稅義務人，辦
理 1 人 1 輛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申
請，107 年 7 月~12 月共輔導 131 筆。
6.與台北市稅捐稽徵處合作實施「北宜跨區
代收代送使用牌照稅免(退)稅申請書作
業」，免由民眾申請，以節省往來奔波時
間，107 年 7 月~12 月本局代收 67 件，台
北市代收 56 件。
7.於宜蘭監理站設置服務櫃臺，提供新車領
牌、異動車輛補單、一般或身障免(退)稅
申請、信用卡臨櫃繳稅及視訊服務等多項
便捷服務，節省民眾往來奔波時間，107
年 7 月~12 月共受理身障免稅申請 890
件、退稅申請 879 件、信用卡臨櫃繳稅 670
件。
企劃服務科業務:
1.身心障礙車輛免稅申請，由全功能櫃臺直
接申辦，查核後予以准駁，7 天縮短為 15
分鐘。107 年 7-12 月受理 685 件。
2.為加速民眾申辦案件所需時間，以無紙化
電子簽名系統替代傳統紙本簽名，免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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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申請書，並使用掃描器免影印證明文件，
除可快速辦理案件外，並可節省紙張、影
印費及倉儲空間，同時符合環保減碳。107
年 7-12 月受理 6,03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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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務可近性｝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在地化服務

行政科
企劃服務科

行政科業務：
全國首創增加臨櫃使用「信用卡」繳納稅款服
務，又於 106 年 1 月新增監理站服務據點，亦提
供刷卡繳稅服務，並於 107 年 2 月起新增行動支
付服務。
企劃服務科業務：
1.為方便上班民眾無法請假洽辦業務之
需，實施「預約假日服務」，提供房屋稅
籍證明等 40 項服務項目，服務時間為週
六、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
2. 『中午不打烊』服務、三大稅開徵期間延
長服務至晚上 6 時，便利民眾同時申辦案
件。
3. 提供 11 項零等待預約服務，只要民眾提
出預約申請，本局即依約定時間將申請文
件送至免下車停車處或指定服務櫃臺交
付。

專 人 全 程 服 企劃服務科
務

1.設置房地合一諮商窗口、愛心櫃臺、特別
稅專櫃、補發稅單櫃臺等不同業務之服務
(1)愛心櫃臺：針對 65 歲以上及行動不便
者，免抽號碼牌免排隊，優先提供服務。
(2)補發稅單專櫃：為紓解三大稅開徵期間
補單人潮，特於全功能服務櫃臺設置補
單專區，免抽號碼牌，免等候即可立即
補單。107 年 7-12 月服務件數 3,451 件
。
2.專線服務電話 365 天不打烊：由熟稔業務
之主管及股長擔任專線服務人員，輪流接
聽民眾電話，服務時間自下班後至晚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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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時，假日自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即時解
決民眾稅務疑問，如有後續應辦理事項，
即詳實記錄，交相關單位立即處理。107
年 7-12 月服務件數 86 件。
3.配合縣府「為民服務中心便民服務精進計
畫」派員進駐服務中心提供全功能服務櫃
臺隨到隨辦及初審文件業務。全年 1,460
件。
4. .將不動產移轉須申報之土地增值稅、契
稅、印花稅整合於全功能服務櫃臺，以達
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便民目標，提升服
務品質。

主動服務

資訊管理科 各單位
企劃服務科

資訊管理科業務:
1. 對於人民申請及維護民眾權益案件，以簡
訊通知申請人，107 年 7-12 月主動通知
2,590 件。
2. 主動辦理重溢繳退稅，無須民眾提出申請
及
檢附證明文件，107 年 7-12 月主動辦退
5,065 件。
企劃服務科業務:
1.凡設籍本縣之身心障礙者年滿 65 歲以上
或其他特殊情形者，本局提供 31 項到府
服務項目申請，經向本局提出申請，次日
即派員到府服務，解決民眾之不便。107
年 7-12 月受理到府服務計 50 件。
2.查欠加蓋權益保障提示章戳及輔導地價
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申請：對於繼承、信
託土地如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或房屋
為未辦保存登記無法至地政機關辦理產
權移轉登記之案件，於受理查欠時，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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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提示章戳，主動輔導新所有權人重新提出
申請或檢附相關資料至本局辦理房屋產
權移轉，以保障權益。107 年 7-12 月服務
件數 1,968 件。
3.於本縣各公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宜蘭辦
事處、北區國稅局宜蘭分局及宜蘭監理站
設置「視訊服務」據點，民眾只要至與本
局合作之服務據點，即可透過視訊申辦稅
務業務，節省民眾往返的時間與花費。107
年 7-12 月辦理 2,741 件。
4. 首創於議員服務處設置便民措施暨租稅
宣導資料展示架，供民眾就近取得文宣，
並提供印製本局免付費電話之愛心傘，供
民眾使用，以延伸服務據點及擴大宣傳範
圍。

其 他 服 務 作 企劃服務科 各單位
法

1.免下載、免索取申請書：房屋稅、地價稅
及牌照稅繳款書背面增加委託代繳(領)
約定書、變更姓名、身分證編號及通訊地
址申請聯，民眾填寫後免回郵直接寄回本
局辦理。
2.設置 skype、Line 網路即時通，提供稅務
線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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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務成長及優化｝
評核重點
突破成長:
積極排除各
項不利因素
達成服務目
標所展現之
努力與成效

主辦單位
土地稅科
財產稅科
資訊管理科
企劃服務科

配合單位
各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土地稅科業務:
隨時與地政士溝通，宣導本局相關措施及輔
導利用網路申報，申報時若有發生困難，可
隨時反映。(107 年 7 至 12 月土地增值稅申報
共計 7,241 件，其中網路申報計 6,998 件，網
路申報比例 96.64%)
財產稅科業務:
運用地政通報資料辦理房屋稅籍名義變更。
資訊管理科業務：
以合併輔導通知單，針對主動辦退案件，不
限金額積極推廣直撥轉帳；另就人工辦退案
件，亦全面性進行臨櫃、電話輔導。107 年
7-12 月累計辦理直撥退稅 4,547 件，較去
年同期 4,116 件，成長 10.47%。
企劃服務科業務:
1.為避免民眾往返奔波，本局提供納稅人或
代理人至地政事務所申辦土地建物所有
權移轉登記（繼承、信託及塗銷信託登記）
未查欠案件，可由地政事務所填具欠稅查
詢表，以傳真方式辦理查註欠稅之服務。
107 年 7-12 月受理 154 件。
2.提供跨機關合作服務，民眾辦理戶籍遷
移、請領門牌證明時，未提示房屋證明文
件，為免民眾往返奔波於戶政事務所及本
局之間，戶政事務所得以傳真向本局查證
房屋納稅義務人，節省民眾往返時間。107
年 7-12 月受理 296 件。
3.印花稅繳款書就地開單。
4.由消防局傳真火災通報資料，主動現場勘
查減免稅捐，免民眾申請。
5.於本縣各公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宜蘭辦
事處、北區國稅局宜蘭分局及宜蘭監理站
設置「視訊服務」據點，民眾只要至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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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局合作之服務據點，即可透過視訊申辦稅
務業務，節省民眾往返的時間與花費。107
年 7-12 月受理 3,209 件。
6.由本局代收汽車燃料費轉帳約定申請書
及車籍住居所變更申請。
7.參與推動「宜蘭圓滿式」跨機關諮詢轉介
服務。
8.辦理遺產稅申報案件，由國稅局傳真向本
局查證房屋稅籍資料。

優質服務:
行政科
運 用 多 元 策 企劃服務科
略，提出符合
機關特色之
服務措施

各單位

行政科業務:
自行經收稅款，便利民眾繳稅：代收稅款處
原由金融機構派駐，因其停止到局代收，為
加強便民服務及方便納稅人繳納稅款，本局
在有限人力下提供地方稅自行經收稅款服
務，提供創新加值服務，深獲民眾肯定。
(5,775 件/107 年 7-12 月)
企劃服務科業務：
1.全國首創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
印花稅、娛樂稅 5 稅目，不限金額，由本
人臨櫃均可申辦退稅領現金。(94 件/107
年 7-12 月)
2.為因應多元上網環境，本局網站首創提供
適用各種作業系統的檔案格式(word、
Pdf、Excel、ODF 文件格式)，讓民眾能利
用各種載具開啟政府的檔案資料，以提供
便利的電子化政府服務。
3.為提供不同族群使用者更便捷網站瀏覽
功能，網站設計有兒少網，並提供 PDA 及
手機版等行動化服務。
4.於全功能服務櫃臺設置「新住民稅務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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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區」，並與移民署、社會處及民政處跨機
關整合提供新住民稅務文宣及稅務諮詢
等服務。
5.與戶政跨機關合作，於民眾死亡後針對財
產異動等項目，提供後續諮詢轉介服務，
包含遺產繼承、拋棄繼承等申辦事項及聯
絡窗口等，開創便民、利民服務新形象。
6. 首 創 於 網 站 建 置 「 線 上 查 繳 稅 服 務 專
區」，提供系統說明、各項手冊、下載專
區、客服聯絡窗口等服務。
7.網站首創提供民眾地價稅預估稅額查詢
服務，透過查詢服務讓民眾可提前審視稅
額情形，遇有爭議提早解決。
8.網站首創建置「行動支付繳稅專區」，提
供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繳稅之適用稅目、時
間、對象、操作方法、手續費及注意事項
等，便利民眾使用。
9. 由 同 仁 自 行 運 用 免 費 應 用 程 式 ，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嵌入本局網站-線上
申辦及 YouTube 等 10 個頁面，以方便 FB
粉絲在 FB 專頁上直接使用本局網站各項
資訊服務。
10.全國首創網站建置「地價稅適用自用住
宅用地稅率查詢」項目，方便民眾利用
線上即能查詢地價稅是否適用自用住宅
優惠稅率，節省民眾時間。
11.於全功能服務櫃臺設置「房地移轉 DIY
及房地合一宣導專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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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個別評核構面-服務量能】
｛3-1 內部作業簡化｝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運 用 多 元 管 企劃服務科 各單位
道蒐集機關
成員意見，檢
討及改造內
部流程

具體作法及績效
企劃服務科業務:
1.適時檢討作業流程，縮短業務處理時
間，107 年 7-12 月提出創新簡化措施計
18 件.
2.為加強人民申請案件流程簡化，每年針
對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限召開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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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服務精進機制｝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機 關 內 部 服 企劃服務科 各單位
務精進機制
運作情形、創
新服務提案
情形

具體作法及績效
1.90 年 10 月 2 日訂定「宜蘭縣政府地方稅
務局創新與簡化要點」，成立了「創新與
簡化」評審小組，由本局業務單位每年至
少應提報 2 案，幕僚單位每年 1 案。評審
小組每年 1、7 月召開評審會，審核各提
案，每期並擇優 2 案，作為年底遴選最優
提案之案件，107 年 7-12 月提案審議 18
案。
2. 107 年全國地方稅務機關稽徵業務第 26
次聯繫會議經驗提案分享(計 20 案)，由
相關科室進行研討，除瞭解全國地方稅機
關創新作為以外，更能讓本局自我審視作
業流程及各項措施，有利於本局各項業務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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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個別評核構面-服務評價】
｛4-1 服務滿意情形｝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運 用 多 元 管 政風室
各單位
道 定 期 進 行 企劃服務科
滿意度調查

具體作法及績效
政風室業務:
本局 107 年度廉政暨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調
查報告簽奉機關首長核閱，依契約規定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邀請「台灣趨勢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派員至本局局務會議中進行專題
報告，並依其調查結果移請權責單位研提策
進作為。
企劃服務科業務:
1.總、分局服務櫃臺設置「服務滿意度調
查鈴」48 座，以瞭解民眾對承辦人員服
務情形， 做為精進之參考。
2.於服務櫃臺設置電子滿意度調查系統，
即時了解民眾對本局服務滿意情形。每
年底依調查結果陳核分析報告。
3.提供「本局為民服務問卷調查表」
，供民
眾填寫，作為本局各項服務措施及興革
參考，並調查民眾滿意情形。
4.辦理各項便民服務措施問卷調查，瞭解
民眾需求及滿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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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意見回應處理情形｝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針 對 民 眾 意 法務科
各單位
見、抱怨及陳 政風室
情等，積極回 企劃服務科
應，有效協助
民眾解決問
題

具體作法及績效
法務科業務：
檢舉案件設有民眾意見處理機制，具名檢舉
之案件，依檢舉函所載之聯絡方式回復辦理
情形，匿名檢舉之案件，則於簽准結案後存
查。
政風室業務:
設置廉政電話、廉政信箱等，針對民眾檢舉
貪瀆不法情事，依法處理。倘為民眾反映改
善意見，移請權責單位回應並予以追蹤處理
情形。本室於 107 年 7-12 月計辦理 3 件民
眾陳情案件。
企劃服務科業務:
1.訂定「本局主動服務暨訪查民意實施要
點」，三大稅開徵期間由股長級以上人員
對轄內民眾(每次值勤期間至少訪問 1 位)
做抽樣訪查並對民眾提出之建議、抱怨事
項提供協談諮商服務及解決方案，若民眾
反映意見須列管追蹤者，陳核後由企劃服
務科列管。107 年 7-12 月訪查計 66 件。
2.訂有「本局新聞輿情回應處理要點」
，設
置輿情回應小組，明訂回應處理作業程
序。
3.依據「納稅人申訴中心及申訴熱線電話設
置作業要點」訂定受理申訴案件處理程
序，期能化解民怨、疏解訟源。
4.依據「局長與民有約實施要點」，安排會
見轄內民眾，並對民眾有關稅法疑意或不
滿提供協助並解決問題。
5.本局設有電子信箱及局長信箱，方便民眾
提出建議或反映意見，隨時有專人收信並
即時交辦相關科室處理。
6.本局各稅休息書寫區設有民眾反映意見
表，方便民眾提供意見或投訴須改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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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方，均有人處理。
7.依據本局「加強人民陳情案件管制作業規
定」，切實處理民眾陳情，並主動通知陳
情人案件受理及辦理情形，且定期針對案
件內容分析檢討供有關單位參考。107 年
7-12 月共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計 65 件。
8.訂定「本局民眾意見及抱怨處理作業要
點」，每年對民眾抱怨意見，彙整檢討並
通報各單位研擬改進，避免類似情況再次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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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整體評核構面-開放創新】
｛5 開放創新｝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開放參與:透 企劃服務科 各單位
過溝通與對
話的方式，共
創機關與民
眾合作契機

具體作法及績效
1. 依據「本局加強新聞發布作業及獎勵要
點」
，適時發布新聞稿使民眾知悉稅法規
定，各稅開徵期間並製作公告，張貼縣
府、本局、公所及各村里辦公處所提醒
民眾繳納，利用本局、羅東分局、火車
站、公所、國稅局、自來水公司、電力
公司及電信局之電動字幕機播放宣導稅
務訊息。107 年 7-12 月共發布新聞稿 20
則。
2. 利用傳播媒體辦理各項施政宣傳，包括
有線電視台、廣播電台、平面媒體(報章
雜誌) 、網路（含超連結主動分享）
、宣
導短片等。
3. 每月委託中廣、正聲宜蘭台配合其新聞
節目中播放稅務訊息。
4. 結合本縣機關、社區、團體辦理租稅施
政宣導，藉由活動內容傳遞租稅觀念，
加強民眾對租稅之認識，亦透過宣導活
動做意見調查，以蒐集民意。
5. e-mail 本局網路會員，提供稅務新聞、
服務措施、稅務法令等各項稅務資訊。
107 年 7-12 月傳送 20 則。
6. 個人部落格或 facebook 網站連結分享本
局網站，提供網站社群民眾各項稅務資
訊及活動訊息，提升公務行銷之績效，
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招募 FB 粉絲
計 10,580 人。
7. 運用宜蘭縣政府 LINE@生活圈發送訊息
予民眾，以加強宣導，截至 107 年 12 月
止，好友人數約 155,043 人。
8. 設置民意信箱、局長信箱、政風信箱、
羅東分局信箱、稅務問題信箱、陳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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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箱等多項與民眾交流管道，供民眾傳送
寶貴建言及提出疑難問題。
9. 宜蘭縣政府縣長電子信箱等各類陳情案
件，移送本局交由企劃服務科專案列
管，再送相關單位於期限內辦理後，將
結果送縣府彙辦。
10.設置 skype、LINE 即時通訊服務，以網
路代替馬路，即時回復民眾各項租稅問
題及接受民眾寶貴建言。
11.設置檢舉逃漏信箱提供民眾檢舉地方稅
逃漏稅管道。
12.設置政風信箱受理民眾稅務風紀疑慮、
貪瀆及政風改革意見。
13.提供「本局為民服務問卷調查表」
，供民
眾填寫，作為本局各項服務措施及興革
參考。
14.提供網路即時民調服務，快速掌握民眾
看法。

創新性:運用
通訊科技、跨
單位及跨機
關服務流程
整合等作法
提高服務便
捷度

法務科
各單位
企劃服務科
行政科
資訊管理科

法務科業務:
1.每日派駐人員至行政執行分署，協助查欠
及開立執行欠稅案件繳款書，提供民眾便
捷之查欠管道，107 年 7 至 12 月協助查欠
並開立繳款書計 465 件。
2.主動提供至行政執行分署辦理分期繳納
稅款中包含使用牌照稅之案件資料，供使
用牌照稅違章審理人員運用，以避免誤將
已辦理分期繳納稅款之車輛按使用牌照
稅法第 28 條第 1 項裁處，107 年 7 至 12
月計通報 25 件。
3.主動依文化局核准於其所屬展演場地之
通報資料，辦理免徵娛樂稅，免再由舉辦
40

評核重點

主辦單位

配合單位

具體作法及績效
單位申辦，107 年 7 至 12 月計辦理 43 件。
企劃服務科業務:
1. 為加速民眾申辦案件所需時間，107 年於
全功能服務櫃臺全面建置無紙化電子簽
名影像系統，於受理民眾申辦案件時，以
無 紙 化 電 子 簽 名系 統 替 代 傳 統 紙本 簽
名，免列印申請書，並使用掃描器免影印
證明文件，除可快速辦理案件外，並可節
省紙張、影印費及倉儲空間，同時符合環
保減碳。
2. 首創於網站建置「新住民稅務服務專
區」
，提供地方稅服務、多國版文宣資料、
宣導活動、FB 及 LINE 稅務諮詢、國稅資
訊、友善連結等多項服務，另於全功能服
務櫃臺設置「新住民稅務專區」
，並與移
民署、社會處及民政處跨機關整合提供新
住民稅務文宣及稅務諮詢等服務。
3. 整合稅捐、戶政、地政、監理、自來水、
電力、公司，實施「七合一」便民服務，
設計一紙多用表單，民眾只要辦理戶籍、
姓名、身分證編號異動，即可同時申請變
更稅單投遞地址、稅籍變更、地籍、車籍
等資料，節省奔波往返時間。107 年 7-12
月辦理 250 件。
4..於村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設置
「稅務便利站」，提供宣導摺頁及各類申
請書表、 服務項目表、應備證件一覽表，
委由村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代為宣傳，並
受理預約申辦案件。
5.於本縣各公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宜蘭辦
事處、北區國稅局宜蘭分局及宜蘭監理站
設置「視訊服務」據點，民眾只要至與本
局合作之服務據點，即可透過視訊申辦稅
務業務，節省民眾往返的時間與花費。107
年 7-12 月辦理 2,74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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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局與金門縣稅務局及澎湖縣政府稅務
局跨機關合作，實施「飛躍稅務通」服
務，提供線上申辦、視訊服務、代收代
轉及跨機關作業系統等多元便民服務。
7. 與台北市稅捐稽徵處跨機關合作，提供
跨區開立違章欠稅查復表、跨縣市代收
代轉土地增值稅、契稅申報案件、使用
牌照稅住居所變更申請、跨機關作業系
統等，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更共同實施
「北宜跨區代收代送使用牌照稅免(退)
稅申請書作業」，就使用牌照稅申請免、
退稅案件，透過雙方機關代收代送方
式，以節省民眾往返奔波送件之交通時
間及成本。
8. 為節省納稅義務人申辦案件等候時間，
實施零等待預約服務，民眾可以電話或
傳真方式申辦，於約定取件時間到本局
免下車專用停車處或服務櫃臺取件。
9. 與戶政跨機關合作，於民眾死亡後針對
財產異動等項目，提供後續諮詢轉介服
務，包含遺產繼承、拋棄繼承等申辦事
項及聯絡窗口等，積極開創便民、利民
服務新形象。
10.與本縣地政事務所跨機關合作，民眾於
辦理繼承登記時，地政事務所人員協助
民眾上網申報或傳真方式開立印花稅繳
款書，繳納後直接辦理登記，免到本局
或郵局貼繳印花稅，縮短申辦流程。
11.與監理站跨機關合作，由本局代收汽車
燃料費轉帳約定申請及車籍住居所變更
申請。
12.與戶政、地政、消防局、國稅局等跨機
關合作：
(1)戶政傳真查證房屋納稅人：受理戶籍遷
移案件時，由戶政傳真查證房屋稅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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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免民眾申請。
(2)地政傳真查欠：提供納稅人土地建物所
有權移轉登記未查欠案件，可由地政事
務所以傳真方式辦理查註欠稅之服務。
(3)火災傳真通報：由消防局傳真火災通報
資料，主動現場勘查減免稅捐。
(4)遺產稅傳真查證房屋稅籍資料：民眾辦
理遺產稅申報，需房屋稅籍證明文件時，
國稅局得以傳真向本局查證房屋稅籍資
料，免由民眾申請。
13.使用地政資訊網際網路系統查調地籍
圖、建物所有權狀、土地所有權狀資料，
107 年 7-12 月計 8,451 件。
行政科業務：
1. 本局自 101 年 7 月起全國首創自行經收地
方稅款服務。
2. 配合 106 年 1 月 1 日牌照稅收回自徵，同
步於宜蘭監理站地方稅服務據點提供民
眾信用卡繳稅。
3. 為擴大服務範圍，107 年 8 月 1 日於本局
羅東分局提供信用卡及行動支付方式繳
稅。
資訊管理業務:
1.使用戶役政查調系統查調戶籍資料，107
年 7-12 月計 42,314 件。
2.使用財政資訊中心系統查調全國財產，
107 年 7-12 月計 27,631 件。所得資料，
107 年 7-12 月計 25,457 件。
3.使用國稅局資訊線上查詢系統查調營業
稅主檔、營所稅主檔、遺產贈與稅資料，
107 年 7-12 月計 7,772 件。
4. 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印花稅、
娛樂稅 5 稅目，不限金額，由本人臨櫃均
可申辦退稅領現金。107 年 7-12 月計 9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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