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1111 系統操作說明系統操作說明系統操作說明系統操作說明    ....................................................................................................................................................................................................    1111 

1.1 進入服務系統 .................................................. 1 

1.2 線上聲請調解案件-一般案件 ...................................... 2 

1.3 線上聲請調解- 交通案件： ...................................... 12 

1.4 調解案件進度查詢 ............................................. 24 

1.5 調解不成立證明聲請 ............................................ 25 

1.6 聲請閱卷 ..................................................... 26 

1.7 補正文件上傳 ................................................. 27 

1.8 問卷調查填寫 ................................................. 29 

1.9 相關表單下載 ................................................. 30 

1.10 新北市各區公所資訊 ........................................... 32 



 

 1

「「「「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1111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1.1 進入服務系統進入服務系統進入服務系統進入服務系統    

 
 

1. 請輸入網址 https://webm.law.ntpc.gov.tw/，即可進入新北市各區公所線上

調解聲請服務系統首頁 

2. 民眾登入本網站網址(https://webm.law.ntpc.gov.tw/)後，請點選

或標示紅框處，即可進入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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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線上聲請調解案件線上聲請調解案件線上聲請調解案件線上聲請調解案件----一般案件一般案件一般案件一般案件    

 

1. 瀏覽通知資訊後，選擇要聲請的案件類別-一般案件聲請 

 

2. 進入一般案件聲請畫面後，需閱讀完個資法規，請選擇”已詳細審閱上述各項已詳細審閱上述各項已詳細審閱上述各項已詳細審閱上述各項

內容並同意內容並同意內容並同意內容並同意”即可進入案件聲請填寫資料畫面，如點選”不同意上述各項內容不同意上述各項內容不同意上述各項內容不同意上述各項內容

並離開並離開並離開並離開    ”，則會回到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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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聲請調解系統可分為「「「「聲請人資料聲請人資料聲請人資料聲請人資料」、「」、「」、「」、「對造人資料對造人資料對造人資料對造人資料」、「」、「」、「」、「聲請調解事件資聲請調解事件資聲請調解事件資聲請調解事件資

料料料料」、「」、「」、「」、「檔案上傳檔案上傳檔案上傳檔案上傳」」」」4 部分，每項欄位資料請務必清楚填寫；如果有漏填的欄

位，在點選確認申請後，會跳出提示訊息提醒有資料沒有填寫，如下圖所示。 

4. 以一般案件聲請填寫說明為例： 

（1）聲請人 or對造人(代表人)：必填欄位，需自行輸入，不可空白。 

（2）稱謂：下拉式選單，必填欄位不可空白，如果只有 1 位聲請人，請選”聲請聲請聲請聲請

人人人人”即可。 

（3）通訊地址：縣市與區域：下拉式選單，必填欄位；地址：必填欄位，自行輸

入文字，不可空白。 

（4）身分： 

       (1)本國自然人：聲請人身分為臺灣本國籍人士臺灣本國籍人士臺灣本國籍人士臺灣本國籍人士者，請選擇此項。 

       (2)外國自然人：聲請人身分為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者，請選擇此項。 

       (3)本國法人：聲請人身分為公司行號公司行號公司行號公司行號者，請選擇此項。 

（5）身份證字號 or居留證號 or統編： 

       (1)身份證字號：必填欄位，身分別選擇本國自然人本國自然人本國自然人本國自然人者，欄位名稱會顯示成身分證字身分證字身分證字身分證字

號號號號，系統會比對輸入的真實真實真實真實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去判別聲請人的性別資訊。 

       (2)居留證號：必填欄位，身分別選擇外籍外籍外籍外籍人人人人士士士士者，欄位名稱會顯示成居留證號居留證號居留證號居留證號，系統

會比對輸入的真實真實真實真實居留證居留證居留證居留證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去判別聲請人的性別資訊。 

       (3)統編：必填欄位，欄位名稱會顯示成統編統編統編統編，，，，需輸入需輸入需輸入需輸入 8位數字位數字位數字位數字。 

（6）e-mail：必填欄位，自行輸入。 

（7）聲請時如果不知道對造人的身分身分身分身分、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e-mail等相關資料等相關資料等相關資料等相關資料，在線上

填寫時可省略不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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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聲請調解事件： 

(1) 發生時間：下拉式選單，必填欄位不可空白，如下圖。 

(2) 發生地點：必填欄位不可空白，縣市區域為下拉式選單，地址欄位需自行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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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件說明(以範本-毀損賠償填寫說明為例，如下圖)   

 (1)選擇範本：下拉式選單下拉式選單下拉式選單下拉式選單，，，，必填欄位必填欄位必填欄位必填欄位；提供「傷害賠償」、「債務糾紛」、「房屋漏水」、

「租賃糾紛」、「毀損賠償」、「其他」共 6 種範本，點選後會顯示該項目案件說明內

容，並按照對應欄位輸入資料，在下方的「說明內容」中會看到所輸入資訊。 

   (2)地方檢察署：如下圖，下拉式選單，非必填。 

(3)案號欄位：如下圖，數字欄位，非必填。 

 

6. 線上聲請有提供檔案上傳功能，最多 5 個，注意每個檔案上傳容量限制不得超

過 5MB，提供的檔案格式請以.jpg、png、pdf檔為主，各欄位說明如下： 

 

 

 

 

 

 

 

1. 按此項即可下拉選單選擇範本-毀損賠償 

3.系統會把已輸入的發生時間、地點、遭毀損財物、是否故意、補充事項各欄位內容顯示在案件說明中(劃線處為所輸入的資訊) 
2. 依序輸入遭毀損財物、是否故意、補充事項各項欄位內容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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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傳證件資料圖檔 1：請上傳身份證正面請上傳身份證正面請上傳身份證正面請上傳身份證正面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聲請人如果有多人或有代理人者，

請一併附在同一頁上傳。 

(2)上傳證件資料圖檔 2：必填欄位，請上傳-身份證背面檔案，聲請人如果有多人或有

代理人者，請一併附在同一頁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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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傳證據資料 1-3：非必填欄位。 

(4)上述資料填寫完畢，按確認申請送出並預覽畫面檢視申請資料。 

7. 點選【送出】前，可顯示完整預覽(如下圖)，確定聲請資料無遺漏輸入，於最

下方輸入驗證碼共 5 位數字，按確認申請即可送出聲請案件；如果還要再修改

資料，請點修改即會回到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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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統顯示案件聲請傳送結果，即完成案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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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統會分派案件給受理區調解會進行案件審核，如審核通過，聲請人所填寫之

電子郵件信箱會收到已受理結果的訊息，畫面如下。 

10. 聲請案件在填寫資料送出後，會由系統統一分派案件給受理區調解會，非由提

出聲請人所得以指定，一般案件，係以對造人戶籍地址為受理區調解會，以本

範例而言，系統會將案件分派至金山區調解委員會受理，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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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    交通案件交通案件交通案件交通案件：：：：    

1. 進入本系統，瀏覽通知資訊後，選擇要聲請的案件類別-交通案件聲請 

 
2. 進入交通案件聲請畫面後，需閱讀完個資法規，請選擇”已詳細審閱上述各項

內容並同意”即可進入案件聲請填寫資料畫面，如點選”不同意上述各項內容並

離開 ”，則會回到網站首頁。 



 

 13 

「「「「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線上聲請調解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3. 線上聲請調解系統可分為「聲請人資料」、「對造人資料」、「聲請調解事件資

料」、「檔案上傳」4 部分，每項欄位資料請務必清楚填寫；如果有漏填的欄

位，在點選確認申請後，系統會跳出提示訊息提醒有資料沒有填寫。 

4. 以交通案件聲請填寫說明為例： 

（1）聲請人 or對造人(代表人)：必填欄位，需自行輸入，不可空白。 

（2）稱謂：下拉式選單，必填欄位不可空白，如果只有 1 位聲請人，請選”聲請聲請聲請聲請

人人人人”即可。 

（3）通訊地址：縣市與區域：下拉式選單，必填欄位；地址：必填欄位，自行輸

入文字，不可空白。 

（4）身分： 

       ①本國自然人：聲請人身分為臺灣本國籍人士臺灣本國籍人士臺灣本國籍人士臺灣本國籍人士者，請選擇此項。 

       ②外國自然人：聲請人身分為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者，請選擇此項。 

       ③本國法人：聲請人身分為公司行號公司行號公司行號公司行號者，請選擇此項。 

（5）身份證字號 or居留證號 or統一編號： 

       ①身份證字號：必填欄位，身分別選擇本國自然人本國自然人本國自然人本國自然人者，欄位名稱會顯示成身分證字身分證字身分證字身分證字

號號號號，系統會比對輸入的真實真實真實真實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去判別聲請人的性別資訊。 

       ②居留證號：必填欄位，身分別選擇外籍外籍外籍外籍人人人人士士士士者，欄位名稱會顯示成居留證號居留證號居留證號居留證號。 

       ③統一編號：必填欄位，欄位名稱會顯示成統編統編統編統編，，，，需輸入需輸入需輸入需輸入 8位數字位數字位數字位數字。 

（6）e-mail：必填欄位，自行輸入。 

（7）聲請時如果不知道對造人的身分身分身分身分、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e-mail等相關資料等相關資料等相關資料等相關資料，在線上

填寫時可省略不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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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交通案件常見類型，提供 3 種案件車禍類型供填寫案件內容如下： 

 

(1)聲請調解時，兩造身份皆為車輛駕駛當事人車輛駕駛當事人車輛駕駛當事人車輛駕駛當事人，請選擇項目 1。 

(2)聲請調解時，該案聲請人身份為行人聲請人身份為行人聲請人身份為行人聲請人身份為行人，請選擇項目 2；如果是車輛駕駛車輛駕駛車輛駕駛車輛駕駛，請選擇項目 3。 

選擇的類型不同，會連帶影響下方填寫的案件說明內容顯示，需先行選擇符合當時情況的案件

類型後，系統會在下方顯示對應的填寫欄位，本案範例操作流程以選擇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來做說明，項目

1、3操作流程亦同。 

(3)車禍類型選擇：下拉式選單，必填欄位，不可空白。 

本案例聲請人身分為行人，請選擇車禍類型「聲請人為行人聲請人為行人聲請人為行人聲請人為行人，，，，對造人為車輛駕駛對造人為車輛駕駛對造人為車輛駕駛對造人為車輛駕駛(騎乘騎乘騎乘騎乘)人人人人」。 

 

(4)欄位填寫： 

  ① 聲請人/對造人姓名：文字輸入。 

  ② 聲請人/對造人狀況：依據當時發生情況填寫選項。 

  ③ 對造人/乘客姓名：文字輸入，有乘客才需填寫。 

  ④ 對造人/乘客狀況：依據當時發生情況填寫選項，有乘客才需填寫。 

  ⑤ 對造人/車主名稱：文字輸入。 

  ⑥ 對造人/車號：文字輸入。 

  ⑦ 車種：文字輸入。 

  ⑧ 車損：依據當時發生情況填寫選項。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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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聲請調解事件、上傳檔案 

1. 發生時間：下拉式選單，必填欄位不可空白，如下圖。 

2. 發生地點：如下圖，必填欄位不可空白，縣市和區域為下拉式選單，地址欄位需自行 

輸入文字。 

3. 選擇區調解委員會：系統提供可選擇對造人地址對造人地址對造人地址對造人地址或發生地發生地發生地發生地所在的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

解，如案件雙方無人傷亡雙方無人傷亡雙方無人傷亡雙方無人傷亡，皆為民事案件民事案件民事案件民事案件，聲請送出後的受理調解委員會將由該案「對造對造對造對造

人戶籍所在地人戶籍所在地人戶籍所在地人戶籍所在地」」」」的區調解會進行受理調解；若有任一方發生傷亡事故任一方發生傷亡事故任一方發生傷亡事故任一方發生傷亡事故，則為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即

可選擇以車禍發生地或對造人「戶籍所在地、住所地」為受理之區調解會進行案件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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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案為例，聲請人選擇以對造人地址對造人地址對造人地址對造人地址所在區調解會調解，則該案件系統會分派至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

受理。 

 

    4. 案件說明：顯示車禍類型和發生時間、地點已填入資料欄位資訊，如下圖(劃線處為上 

述欄位輸入的資料)  

 

5. 地方檢察署：如下圖，下拉式選單，非必填。 

6. 案號欄位：如下圖，數字欄位，非必填。 

 

7. 線上聲請有提供檔案上傳功能，最多最多最多最多 5個個個個，注意每個檔案上傳容量限制不得超過不得超過不得超過不得超過 5MB， 

提供的檔案格式請以檔案格式請以檔案格式請以檔案格式請以.jpg、、、、png、、、、pdf檔檔檔檔為主，各欄位說明如下： 

 

(1) 上傳證件資料圖檔 1：必填欄位必填欄位必填欄位必填欄位，，，，請上傳請上傳請上傳請上傳-身份證正面身份證正面身份證正面身份證正面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聲請人如果有多人或有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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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者，請一併附在同一頁上傳。 

(2) 上傳證件資料圖檔 2：必填欄位必填欄位必填欄位必填欄位，，，，請上傳請上傳請上傳請上傳-身份證背面檔案身份證背面檔案身份證背面檔案身份證背面檔案，聲請人如果有多人或有 

代理人者，請一併附在同一頁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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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傳證據資料 1~3：非必填欄位。 

 

(4)上述資料填寫完畢，按確認申請送出並預覽畫面檢視申請資料。 

範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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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聲請於點選【送出】前，統可顯示完整案件的預覽(如下圖)，確定聲請的資料無遺漏輸

入，於最下方輸入驗證碼共 5 位數字，按確認申請即可送出聲請案件；如果還要再修改資

料，請點修改即會回到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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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統顯示案件聲請傳送結果，即完成案件申請。 

 

10. 系統會分派案件給受理區調解會進行案件審核，如審核通過，民眾的電子郵件信箱會收到

已受理結果的訊息，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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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調解案件進度查詢調解案件進度查詢調解案件進度查詢調解案件進度查詢    

1.1.1.1.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查詢線上聲請調解案件進度，透過輸入受理調解委員會、聲請人或對造人姓

名、手機電話等，透過身分查驗機制得知相關辦理情形。 

2.2.2.2.限制限制限制限制：：：：僅限於僅限於僅限於僅限於 11011011011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以後日以後日以後日以後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 

3333....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1）提供民眾輸入調解案件的【受理公所、聲請人或對造人姓名、聲請人或對造人聯絡電話

or手機】並輸入驗證碼後，點選查詢。 

 
（2）經由系統比對，若有符合資訊則會顯示目前案件處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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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5.5.5 調解不成立證明調解不成立證明調解不成立證明調解不成立證明聲請聲請聲請聲請    

    

1.1.1.1.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透過輸入受理調解委員會透過輸入受理調解委員會透過輸入受理調解委員會透過輸入受理調解委員會、、、、案件編號及聯絡電話或手機案件編號及聯絡電話或手機案件編號及聯絡電話或手機案件編號及聯絡電話或手機、、、、EEEE----MAILMAILMAILMAIL 等項目等項目等項目等項目，，，，

以線上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聲請以線上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聲請以線上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聲請以線上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聲請，，，，以節省臨櫃聲請支出之時間勞費以節省臨櫃聲請支出之時間勞費以節省臨櫃聲請支出之時間勞費以節省臨櫃聲請支出之時間勞費，，，，屆時經由區公所通知屆時經由區公所通知屆時經由區公所通知屆時經由區公所通知

前往領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紙本前往領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紙本前往領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紙本前往領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紙本。。。。    

2.2.2.2.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1111））））僅限於僅限於僅限於僅限於 11011011011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以後以後以後以後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 

（（（（2222））））前往區公所臨櫃領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紙本時前往區公所臨櫃領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紙本時前往區公所臨櫃領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紙本時前往區公所臨櫃領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紙本時，，，，仍須出示證件等驗證當事人身分仍須出示證件等驗證當事人身分仍須出示證件等驗證當事人身分仍須出示證件等驗證當事人身分。。。。 

3.3.3.3.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1）提供民眾輸入調解案件的【通知書編號、聲請人或對造人聯絡身分證字號】並輸入驗證

碼後，點選查詢。 

 

（2）經由系統比對並顯示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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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6.6.6.6 聲請閱卷聲請閱卷聲請閱卷聲請閱卷    

 

 1.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透過輸入受理調解委員會、案件編號及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身分查驗機

制，提供調解案卷之閱卷聲請。 

2.2.2.2.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1111））））僅限於僅限於僅限於僅限於 11011011011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以後日以後日以後日以後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向本市各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聲請調解之案件。 

（（（（2222））））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區公所閱卷時區公所閱卷時區公所閱卷時區公所閱卷時，，，，仍仍仍仍須出示證件等驗證當事人身分須出示證件等驗證當事人身分須出示證件等驗證當事人身分須出示證件等驗證當事人身分，，，，並需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並需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並需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並需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檔案法等相關規定檔案法等相關規定檔案法等相關規定檔案法等相關規定。。。。    

3.3.3.3.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1)輸入調解案件的【受理公所、案件編號、聲請人或對造人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 or手

機、E-mail】並輸入驗證碼後，點選查詢。 

 

（2）經由系統比對並顯示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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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7.7.7.7 補正文件上傳補正文件上傳補正文件上傳補正文件上傳    

1.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使用本系統提出調解聲請後使用本系統提出調解聲請後使用本系統提出調解聲請後使用本系統提出調解聲請後，，，，如有欠缺相關文件或證據資料等如有欠缺相關文件或證據資料等如有欠缺相關文件或證據資料等如有欠缺相關文件或證據資料等，，，，可利用此功可利用此功可利用此功可利用此功

能進行補件能進行補件能進行補件能進行補件。。。。 

2.2.2.2.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1111））））僅限於僅限於僅限於僅限於 11011011011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以後向本市各區公所聲請調解之案件日以後向本市各區公所聲請調解之案件日以後向本市各區公所聲請調解之案件日以後向本市各區公所聲請調解之案件。。。。    

（（（（2222））））檔案容量過大檔案容量過大檔案容量過大檔案容量過大（（（（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5MB5MB5MB5MB））））或上傳格式不符或上傳格式不符或上傳格式不符或上傳格式不符（（（（jjjjpg.pngpg.pngpg.pngpg.png 檔檔檔檔））））者者者者，，，，煩請仍於調解當日攜煩請仍於調解當日攜煩請仍於調解當日攜煩請仍於調解當日攜

帶資料到會帶資料到會帶資料到會帶資料到會，，，，或利用傳真或利用傳真或利用傳真或利用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    

3.3.3.3.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1）輸入調解案件【線上聲請或調解受理編號(擇一填寫即可)、身份證字號、聲請人或對造

人的 e-mail】，資料上傳完畢後輸入驗證碼後，即可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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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顯示目前上傳資料的傳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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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8.8.8.8 問卷調查填寫問卷調查填寫問卷調查填寫問卷調查填寫    

1.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透過問卷以了解民眾對於本市調解服務滿意度和建議事項，作為提升調解服

務品質之參考，以提供更為便民的調解服務。 

2.2.2.2.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1）於網頁右上方點選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後即可進入本頁面。 

 

（2） 點選開始填寫開始填寫開始填寫開始填寫後即可輸入【該區調解委員會名稱、聲請人或對造人的姓名與身份證字

號】填寫完畢後即可進行問卷內容的填寫(標註紅色*為必填欄位)。 

   （3）填寫完畢後點選「送出問卷」即可送出資料，系統顯示資料傳送結果。 

        謝謝您撥冗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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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9.9.9.9 相關表單下載相關表單下載相關表單下載相關表單下載    

1.1.1.1.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  

    可直接點選以下載或直接開啟【聲請調解書、委任書、同意書、其他文件】等調解相

關表單。    
2.2.2.2.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直接點選欲下載的表單後，點選【開啟】即可開啟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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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0.10.10.10 新北市各區公所資訊新北市各區公所資訊新北市各區公所資訊新北市各區公所資訊    

1.1.1.1.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功能說明：：：：提供各區公所的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調解會網址連結。 
2.2.2.2.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直接點選欲瀏覽的資訊，即可開啟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