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區監理所汽、機車考驗監視錄影資料查核作業要點 
                        本所108年01月09日北監駕字第1080006597函訂定 

 

一、目的：為落實汽車、機車依規定執行考驗，以防範不法情事、釐清考驗爭議及交 

          通事故蒐證（提供檢調辦案參考），爰制定本要點。 

二、依據：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20，為考驗爭議及事故蒐證所須，得為考驗過程錄音錄 

    影。 

三、查核範圍： 

（一）汽車場考及道路駕駛考驗車輛錄影影像查核: 

      1.汽車場考曲線進退、上下坡道考驗影像查核 

    （1）曲線進退考驗科目： 

      近景影像(科目入口處或出口處擇一)，以能辨識考驗車號碼及每一應考學員為 

      原則；遠景影像，以能涵蓋考驗項目全貌（聯結車訓練為曲線前進考驗科目） 

      為原則，以供執行考驗過程影像查核。 

    （2）上下坡坡道考驗科目: 

 近景影像以能辨識考驗車號碼及每一應考學員為原則；遠景影像，以能涵蓋考 

 驗項目全貌為原則，供執行考驗過程影像查核。 

     2.汽車道路駕駛考驗車 

       應依規定設置錄影鏡頭，應考人及考驗員執行道路駕駛考驗情形全程錄影， 

             以供執行道路考驗過程影像查核。             

（二）機車考驗場錄影科目： 

      包含直線平衡駕駛、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交岔路口、二段式轉彎、變換車 

道、直角轉彎、停車再開、鐵路平交道、全程道路行駛、其他技術操作等近景 

錄影以能辨識各單項考驗科目，遠景影像以能涵蓋考驗項目全貌為原則。 

      汽車、機車查核考驗影像資料範圍含括考驗路線流程、考生駕駛操作、考驗員 

      服務態度及執行扣分標準、全程錄影系統運作情形，以供執行考驗過程影像查 

      核。 

 

 

 

 



四、查核方式： 

    汽車影像查核方式分定期查核與不定期查核。 

（一）定期查核： 

      所（站）轄管駕訓班10家次以上，每月隨機抽查2次、低於10家次，每月隨 

      機抽查1次；每次抽查1組，每組隨機抽查5人，抽查督考駕訓班辦理考驗之 

      影像資料，查核路考是否符合小型車駕駛執照路考作業要點及交通部公路總局 

      汽車道路駕駛考驗作業手冊規定執行考驗（查核路考考驗員是否依汽車路考評 

      分標準，詳實於考驗成績紀錄表登載於扣分項目及成績，並於簽章欄內簽 

章），並將查核情形詳填於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汽車路考影像查核紀 

錄表。 

（二）不定期查核： 

      所（站）不定期主動抽查督考駕訓班辦理考驗之影像資料，並配合定期查核汽 

      車路考影像，每家駕訓班1年至少查核1次以上，查核路考是否符合小型車駕 

      駛執照路考作業要點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汽車道路駕駛考驗作業手冊規定執行考 

      驗（查核路考考驗員是否依汽車路考評分標準，詳實於考驗成績紀錄表登載於 

      扣分項目及成績，並於簽章欄內簽章），並將查核情形詳填於交通部公路總局 

      臺北區監理所汽車路考影像查核紀錄表。 

（三）機車查核方式： 

      每月查核機車考驗影像資料2次以上，以當日第一場機車考前安全教育講習結 

      束後1小時，查核是否依機車駕駛人路考評分標準執行考驗，並將查核情形詳 

      填於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機車路考影像查核紀錄表。 

五、異常處理： 

    汽車、機車路考監視錄影資料查核，如發現考驗員有未依規定執行考驗工作之情 

    形，應依汽車檢驗員汽車駕駛考驗員檢定及管理辦法、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管理辦法相關規定簽核，倘違法失職，情節重大者，應移送司法檢察機關偵辦。 

六、獎懲： 

（一）駕訓班考驗錄影資料抽查結果，列入評鑑考核之參考。 

（二）所（站）業管單位應指定承辦人辦理，本項查核業務成效良好者，得提報獎勵 

  ，未依規定辦理者，提報考成（績）會懲處。 

七、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臺北區監理所108年度第4次「駕駛人業務工作圈」會議提案彙整表 

壹、列管案件：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上次會議決議 
總局

核復 
本次會議決議 

1070411 

中華民

國汽車

駕駛教

育學會 

有關中華民國

汽車駕駛教育

學會建議考驗

員辦理實習可

到派督考駕訓

班實習一案。 

背景說明: 

依據交通部公

路總局路監駕

字第

1070106255號

函 

1. 經與會各所人員充分討論後，有關第一階段考核項目共計5項及所

佔分數，分別為差勤考核20分、服務熱忱20分、資安維護20分、考

驗專業30分及應變能力10分，總分100分。 

2. 基於考驗員受訓以70分為及格，本實習期間之評分應更為嚴格，故

訂以80分為及格，第一階段評分及格後，各所得視實際需求，同意

該實習考驗員至派督考駕訓班接受所(站)指導，如第一階評分未及

格，則應留在原監理所(站)繼續後三分之二的實習。 

3. 其中差勤考核遲到之標準指未逾15分鐘，遲到1次扣15分，遲到2次

以上者，該階段未達80分，以不及格論。 

4. 第二階段考核項目與第一階段同，其中如有差勤扣分2次，致未及

格之情形，則應回至該監理所(站)辦理後續實習；再者如有至派督

考駕訓班實習，該駕訓班之回饋意見，併入考驗專業項次內酌予考

量給分。 

5. 經綜整各所人員意見，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考核項目及評分項目，

詳如附件(一)。 

6. 新竹所建議，依據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43條第5項

規定：「……並在公路監理機關實習二十四工作天 」，並未有至派

督考駕訓班實習之規定，故建請修正該條文為「……並在公路監理

機關或指定之駕訓班實習二十四工作天 」，及建議研擬實習管理要

點，以為規範。有關相關法規修訂及新擬管理要點等，請各所於9

月18日前提供意見予本所承辦科，以利彙整，並於下次工作圈會議

討論。 

 1. 有關考驗員實習

24日之內容，請

各 所 遵 照 總 局

108年10月5日路

監 駕 字 第

1080118271號函

示，考驗員於公

路監理機關實習

24工作天以上且

學習考驗規定及

駕駛人管理相關

作業者，自得發

給實習證明。 

2. 另學會建議可到

派督考駕訓班實

習及上次會議討

論 二 階 段 評 分

等，遵照總局指

示暫不討論 

3. 本案建請解除列

管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上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本次會議決議 

1080108

高雄區監

理所 

建議大型重型機車

駕照遭吊銷期滿

後，能透過監理服

務網預約考照系統

報考普通重型機車

駕照。 

1.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已於108

年6月13日完成修正系統功能，請

承辦科一週內實測，確認系統功

能。 

2.持續列管。 

 

 

1.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

分公司已於108年6

月13日完成修正系

統功能。 

2. 另已於108年12月5

日實際案例測試，

系統功能正常。 

3. 本案建請解除列

管。 

 
 
 

file:///F:/1206-工作圈-開會資料/1206開會資料/8-1080108-吊銷後預約畫面.pptx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上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本次會議決議 

1080203 

高雄區

監理所 

有關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上課日期

尚未到期，民眾

無法在監理服務

網機車預約報考

普通重型機車一

案。 

 

1.有關高雄所於108年9月4日至監理運輸業務精

進組108年第4次工作會議中說明本案意旨，

主席裁指示監理服務網預約考照系統限制之

措施是否妥適，請於駕管工作圈會議再討論

確認。 

2.經查當民眾有道安講習案件未結案前，因無

法以監理服務網預約考照，大部份所(站)實

際作法都一致以現場個案處理排入考試，不

影響其報考之權益，經各所充分討論認為實

務運作方面，均認為沒有必要限制，有關監

理服務網預約考照系統針對道安講習案件未

結案之限制，各所均同意予以取消。 

3.請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配合修改並評估

修改期程 。 

4.持續列管。 

 1. 中華電信數據通

信分公司已於108

年 10 月 17 日 完

成。 

2. 另已於108年11月

27日實際案例測

試，系統功能正

常。 

3. 建議解除列管。 

 

 
 
 

file:///F:/1206-工作圈-開會資料/1206開會資料/8-1080108-吊銷後預約畫面.pptx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上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本次會議決議 

1080206 

高雄市

區監理

所 

改善駕照考驗預約系統 

(M3路試開場&監理服務

網預約頁面) 

1.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已

於108年8月8日完成監理服

務網與自助無人櫃台之預

約日期限制1個月。 

2.監理服務app之修正預計108

年10月18日完成。 

3.持續列管。 

 1.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

公司已於108年10月

18日完成監理服務網

及監理服務app之修

正。 

2.另已於108年12月5日

實際案例測試，系統

功能正常。 

3.建議解除列管。 

 

 

file:///F:/1206-工作圈-開會資料/1206開會資料/8-1080108-吊銷後預約畫面.pptx


 

貳、本次(108年第4次)會議提案：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提案說明 本次會議決議 

總局 

核復 

1080401 

中華民

國汽車

駕駛教

育學會 

有關中華民國

汽車駕駛教育

學會，建議大

型重型機車駕

照吊銷重考

時，得免予筆

試一案。 

108年10月3日

路監駕字第

1080117635號 

查97年度第2次

駕駛人業務工

作圈，業針對

大型重型機車

駕照吊銷重

考，是否須筆

試一節進行決

議(臨時動議提

案六)；惟仍請

各所再審視前

開決議，是否

符合現行實務

執行狀況及駕

照筆試考驗之

意旨。 

1. 經與會各所及公訓所提供意見，認為大型重型機車駕

駛人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須受吊銷駕照處分

者，其違規行為已嚴重影響道路交通秩序，爰無論是

否於吊銷前(後)考領汽車駕照，於重考時均應再考筆

試，且認為應規劃專屬大型重型機車筆試題庫。 

2. 基於大型重機駕照取得來源不同，以先取得普通重機

駕照，後考取大型重機駕照，故曾參加過機車筆試；

另以先考取汽車駕照，經條件符合後，考取大型重機

駕照者，係持汽車駕照免予參加機車筆試，故未曾參

加機車筆試。綜上2種不同考照來源，嗣後該大型重機

駕照經吊銷後，申請重考時，究竟應否參加機車筆

試？事涉法規解釋，建請總局釋疑。 

3. 重申駕駛人業務工作圈會議討論係基於監理一元化、

統一作業標準，僅就實務運作之需求討論。 

4. 本案維持現況，各所仍應遵照97年度第2次駕駛人業務

工作圈會議決議辦理。 

5. 建議解除列管。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提案說明 本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1080402 

嘉義區監

理所 

有關嘉義所基於

強化行車安全並

提升駕駛人自主

管理，研提擬於

駕駛執照考驗

「行車檢查及起

駛前動作」科目

增列項目一案，

針對增加檢查滅

火器、安全門及

車窗擊破裝置等2

項評分項目。 

108年10月7日路

監駕字第

1080118414號 

為內化駕駛人良好駕駛習慣，研擬

導入源頭管理，於駕駛人路考評分

標準及成績紀錄表增列上述項目，

扣分項目、適用車種、評分標準及

依據臚列如次: 

1. 起駛前未檢查滅火器(扣16

分)：適用於大型車及聯結車路

考考驗，本項源於聯稽路檢發

現許多大型車輛滅火器使用期

限逾期或壓力表失效情形。 

2. 起駛前未檢查安全門、車窗擊

破裝置(扣16分)：適用於大客

車路考考驗，本項鑑於大客車

安全門若無法正常開啟或車窗

擊破裝置無法正常使用，可能

於事故中導致嚴重傷亡，旨在

建立駕駛人行車前安全設備檢

查之正確觀念，確保用路人行

車安全。 

1. 經與會各所及公訓所充分討

論，共同認為檢查滅火器、

安全門及車窗擊破器係基於

安全性考量，亟具必要性，

如納入考驗項目，每位考驗

時間增加約3至5分鐘。 

2. 至於該項目是否納入考驗評

分項目，以考試引導教學？

抑或是營業車回歸到公司管

理檢核？各所及公訓所意見

仍有分岐，謹彙整與會人員

意見報局。 

3. 本案對全國各區考驗實務作

業衝擊不一(因增加每位考生

考驗時間)，請駕駛人教育學

會就全國整體駕訓班之影

響，提供區域性量化資料之

差異性，以利下次會議討

論，或報局供政策參考。 

4. 本案繼續列管。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提案說明 本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1080403 有關民眾反映汽車駕

駛考驗員各區監理所

實習後，監理單位所

發證明公文及冊報駕

訓班時所須文件未一

致，建請統一作法。 

1. 目前各所於實習考驗員之證明

公文內容不一致，部分所有核

發證書，且兼職應備文件也不

一致，請基於監理一元化，統

一作法。 

2. 本案於108年11月4日已先行討

論，會中各所初步共識如下： 

(1)公文統一格式註記實習期間不

註記車種及天數。 

(2)證明文件以公文為主，統一不

發予實習合格證書。 

(3)考驗員任職多家駕訓班時，在

所轄內無需出具兼職同意書。 

 

1. 考驗員資格取得應比照公

務員，以公訓所核給之檢

定合格證書為主，各所受

理考驗員實習24工作天期

滿後，以公文敘明實習期

間(不註記車種及天數)，

不再核予證書。 

2. 經各所與會人員均認同，

駕訓班商請其他駕訓班考

考驗員支援負責考驗業務

時，與該駕驗員間應屬

「承攬」關係，非屬僱傭

關係，故無須原任職之駕

訓班出具兼職同意書。 

3. 本案建議解除列管。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提案說明 本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1080404 

中華民國

汽車駕駛

教育學會 

學會以公路

總局於107年

8月13日函示

修正考驗項

目 S型設置

規定一案，

認有不妥之

處，建請再

議。 

1. 學會說明：因曲線

進退項目安全島弧

半徑R5過短，及出

入口啟動管應與車

道線平行，致考驗

難度增加，未符合

本項目考驗目的及

造成場地未能有效

運用。 

2. 本案於108年11月4

日會前會已先行討

論，會中各所初步

共識如下： 

(1)請各所檢視所轄新

設立駕訓班是否有

執行之困難。 

(2)請公訓所及各區監

理就現行曲線進退

項目是否有修改之

需求。 

 

1. 經與會各所人員表示，檢視所轄新設立駕

訓班，就本項目無執行上之困難，均認無

修正之需求。 

2. 有關「曲線進退」考驗科目之場地規格，

係依據101年10月9日路監牌字第

1010048570A號函曲線進退設計規格參、

三已言明，且迄今未曾有執行之困難。 

3. 經查總局於107年8月14日路監駕字第

1070095816號函內容，經比對前揭號函，

僅為部份文字修正，非就曲線進退設計規

格修正，尚無學會所指新修訂有不妥之情

事。 

4. 請公訓所與學會分別就101年10月9日路監

牌字第1010048570A號函曲線進退考場規

格標準修正部分，於下次工作圈開會前提

供意見至本所，請承辦科彙整雙方資料供

各所先行檢視，以利下次工作圈討論。 

5. 本案繼續列管。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提案說明 本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1080405 

 

公路總局 

總局函請各所參照本

所訂定之汽機車考驗

監視錄影資料查核作

業要點推行至各所。 

本所為落實汽車、機車依規定

執行考驗，以防範不法情事、

釐清考驗爭議及交通事故蒐證

（提供檢調辦案參考），爰制

定本要點作為本所查核之依

據，總局基於監理一元化，函

請各所參照此要點提供意見，

以利實行至各所。 

 

1. 經與會人員充分討論後，有關

查核頻率及數量，表決時有6

所贊同採納嘉義所建議，有1

所無意見。 

2. 故以嘉義所之建議：「依所站

管轄駕訓班數多寡訂定之，轄

管駕訓班10家次以上，每月隨

機抽查2次、低於10家次，每

月隨機抽查1次；每次抽查1

組，每組隨機抽查5人」修正

本查核要點第四點(一)定期查

核之內容。 

3. 有關本查核要點第四點(三)機

車查核方式，內容修正為「每

月查核機車考驗影像資料2次

以上，以當日第一場機車考前

安全教育講習結束後1小時」。 

4. 本要點修訂內容-黃色底色區

(如附件1)。 

5. 本案繼續列管。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提案說明 本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1080406 

 

公路總局 

  

修改 M3系統

新增普小升

職小功能及

普通重機、

大型重機教

練合併等功

能。 

1. 總局考量以下各點予以修改M3系統：

因應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

法，增修「小型車普班升等職業駕駛

班」系統功能。 

2. 考量駕訓班機車班每期訓練期間較短

且人數較少，避免教練須頻繁異動之

情形，修正M3駕訓班管理統並通重型

機車班及大型重型機車班冊報之教

練，得合併計算核定之招生名額；惟

不符大型重型機車班教練資格者，不

得計入大型重型機車班核定招生名額

內。 

3. 以上二功能已依指示聯繫中華電信數

據分公司增修M3系統，「修改項目」

(如附件2)。 

1. 請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

配合修改並評估修改期程。 

2. 本案繼續列管。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提案說明 本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1080407 

 

高雄區監

理所 

  

於 M3系統駕

訓班整批新

增功能，建

議「照類」

增加「普通

重型」及

「大型重

機」等2種。 

1. 高雄所說明：為配合總局推動機車駕

訓制度，考量本轄大型重機駕訓班考

照人數逐年增加及因應人力精簡、提

高行政效率，於 M3駕駛人管理系統

>>汽機車駕駛人>>汽機車駕照批次作

業>>駕訓班整批新增功能，建議「照

類」增加「普通重型」及「大型重

機」等2種，以利發照人員使用。 

2. 嘉義所建議：就駕訓班實務發照作業

中有新增「普通大貨車」及「普通大

客車」照類需求，爰建議一併新增

「普通大貨車」及「普通大客車」照

類。 

 

 

1. 有關M3系統各欄位及內容，

請提案單位務必與中華電信

數據分公司確認後，再提至

工作圈會議討論。 

2. 本案繼續列管。 

 



 

參、臨時動議： 

序號 
(原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本次會議決議 總局核復 

 

無 

 

無 

 

 

 

 

無 

 

 
 



新增普小升職小班 

 

 

需求項目 功能項目 

普小升職小班新增代

碼、輸入、儲存、輸

出欄位設定。 

(一) 新增訓練班別代碼 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車種代碼使用 5_職小車。 

新增普小升等職小班

別 

(一) 駕訓班管理系統 >> 基本資料作業 >> 管理駕訓班基本資料 >> 修改 >> 訓練班別資料 >> 新增/修改，訓練班

別為 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時，需檢核： 

1. 檢核職業小型車教練車數量(5_職小班名額+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至少兩輛以上，通過則存入 DB，不通過

則跳出訊息”教練車數量至少兩輛以上。“ 

2. 檢核派督考普通小型教練車及職業小型教練車合計應 10 輛以上，不通過跳出訊息”派督考資格不符合，

通過則存入 DB，普通小型教練車及職業小型教練車合計應 10 輛以上。“ 

3. 檢核教練場面積不得小於 6000 平方公尺，通過則存入 DB，不通過則跳出訊息”小型車教練場面積不得小

於 6000 平方公尺。“ 

(二) 駕訓班管理系統 >> 基本資料作業 >> 管理駕訓班基本資料 >> 訓練班別資料 >> 核取招生名額條件修改，若

為班別為 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則”教練數量”為更新為 5_職小班名額+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名額，則”教練

車數量”為更新為 5_職小班名額+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名額。 

(三) 駕訓班管理系統 >> 基本資料作業 >> 管理駕訓班基本資料 >> 訓練班別資料 >> 核取招生名額條件修改，若

為班別為 5_職小班，則”教練數量”為更新為 5_職小班名額+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名額，則”教練車數量”為

更新為 5_職小班名額+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名額。 

教練車、教職員管理 (一) 駕訓班管理系統 >> 教練車作業 >> 管理教練車資料，新增/修改 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教練車時，車種檢核邏輯

(車籍車種為 112 116 122 126 114)，不通過訊息”訓練班別與車種不符合對應“。更新成功寫入 DB：訓練車種為

5_職小。 

(二) 駕訓班管理系統 >> 教職員作業 >> 管理教職員基本資料，新增/修改教練職稱時，訓練班別選 A_普小車升職小

車班時檢核邏輯(駕籍照類為 B D F H I~N)，檢核不通過訊息”未持有符合規定之駕照”。 



駕訓班各類書表更新

及監理服務網下載 

1. 取得普小駕照需滿

3 個月且年齡須滿

20 歲以上，65 歲

以下  

2. 如有普通大貨車以

上駕照者可降級報

考  

3. 職小駕照逾審換普

小駕照不受 3 個月

限制 

 

<駕訓班各類書表更新> 

(一) 駕訓班管理系統 >> 期別學員作業 >> 管理班別資料 >> 匯入資料 / 新增，檢核普通小型車升等職業小型

車班不得少於一週，通過則存入 DB，不通過訊息”小型車升等職業小型車班不得少於一週“。 

(二) 駕訓班管理系統 >> 期別學員作業 >> 管理集體考驗清冊 >> 匯入： 

1. 若普小車升職小車班，檢核考試日期不得小於經歷日期，通過則存入資料庫，不通過訊息”考試日期不

得小於經歷日期“。 

2. 若 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不需要匯入筆試清冊，僅能編輯路試清冊。 

<監理服務網下載> 

(一) 監理服務網 >> 班別管理 >> 匯入年度計畫表，檢核普通小型車升等職業小型車班不得少於一週，通過則

存入 DB，不通過訊息”小型車升等職業小型車班不得少於一週“。 

(二) 監理服務網 >> 學員管理 >> 匯入開訓名冊： 

檢核資格： 

1. 年齡相符：檢核學員年齡須滿 20 歲以上，65 歲以下，通過則則下一步流程，不通過訊息”學員年齡

須滿 20 歲以上，65 歲以下，否則不得報名該課程！“ 

2. 無照：檢核(A)駕照註銷/(B)駕照吊銷/(C)無駕照/(D)臨時證，不得報考。 

3. 手持駕照更高：檢核駕照照類為 BDFH~N (不管經歷)，不通過訊息”手持駕照經歷已達或更高，不得報

名該課程! “。 

4. 經歷不足：檢核 (A) A 普小&普小經歷不滿 3 個月 (B) A 普小&無其他職業經歷，不通過訊息”駕照經

歷不足，不得報名該課程! “。  

(三) 監理服務網 >> 學員管理 >> 匯入路考名冊，若班別為 A_普小車升職小車檢核考試日期小於等於經歷日

期，通過則存入 DB，不通過訊息”考試日期必須小於等於已存在駕照的經歷日期“。(排除駕照來源為 T_

於審註銷換普通後重考) 



期別學員 (一) 駕訓班管理系統 >> 期別學員作業 >> 管理駕訓班年度計畫，訓練班別選項增加 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 

(二) 駕訓班管理系統 >> 期別學員作業 >> 管理學員資料，訓練班別選項增加 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 

報表 (一) 駕訓班管理系統 >> 報表列印 >> 列印駕訓班學員人數統計表>> 列印，新增欄位”普小車升職小車“。 

(二) 駕訓班管理系統 >> 報表列印 >> 列印駕訓班年度計畫表，增加”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 

監理服務網(EMV) (一) 監理服務網 >> 班期管理，查詢條件中訓練班別欄位新增＂普小車升職小車班“。 

(二) 監理服務網 >> 學員管理，查詢條件中訓練班別欄位新增＂普小車升職小車班“。 

(三) 監理服務網 >> 考驗清冊 >> 匯入路考名冊，若 A_普小車升職小車班，不需要編輯筆試清冊，僅能編輯路試清

冊。 

 

普重機與大重機教練招生名額合併計算 

 

規則: 

若同期間大重機名額未滿教練人數*14 人, 則剩餘名額可供普通重機名額使用 (核准招生名額供最大量之參考) 

普重機名額檢核：名額 <= 普重機班核准名額(edu_class_quota) + 大重機核准名額-同時間大重機已冊報名額 

 

需求項目 功能項目 

普重機名額檢核調整 (一) 駕訓班管理系統 >> 基本資料作業 >> 管理駕訓班基本資料 >> 訓練班別資料 >> 核取招生名額條件修改，若為班

別為 7_大重機班，則＂教練數量“，更新為 6_普重機班名額+7_大重機班名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