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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統簡介 

一、建置概說 

為整合新北市政府自治法規，掌握最新法規動態，依據行政程序法、政

府資訊公開法，建置「新北市政府電子法規查詢系統」及「新北市政府

法規訊息通報系統」。 

本府電子法規查詢系統內容包括本府主管法規、行政函釋、相關行政函

釋、相關司法判解及訴願決定書，除提供本府同仁使用以提升行政效率

外，一般民眾亦可利用網際網路查詢，達到行政資訊公開的目的。 

二、查詢途徑 

使用者可以經由網際網路進入本府「電子法規查詢系統」，瀏覽最近本府

公布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之法規動態，查詢電子法規查詢系統內各項法

規資料，網址連結：https://web.law.ntpc.gov.tw。 

https://web.law.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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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料庫範圍 

包括法規、司法判解、行政函釋、訴願決定書等四類資料，茲分述如后： 

一、法規 

分為「新北市政府主管法規」與「地方政府常用法規」兩大類。茲分列

其類別如后： 

（一）新北市政府主管法規 

‧組織類    ‧民政類   ‧財政類 

‧經濟發展類  ‧教育類   ‧社政類 

‧農林類    ‧地政類   ‧人事類 

‧主計類    ‧警政類   ‧衛生類 

‧城鄉發展類  ‧研考類   ‧工務類 

‧新聞類    ‧法制類   ‧勞工類 

‧環境保護類  ‧秘書類   ‧交通類 

‧文化類    ‧政風類   ‧消防類 

‧原住民族行政類‧水利類   ‧觀光旅遊類 

‧客家事務類  ‧區政類   ‧捷運類 

‧青年類 

（二）地方政府常用法規 

‧法制類    ‧工務類    ‧社會類 

‧秘書類    ‧民政類    ‧農業類 

‧地政類    ‧城鄉類    ‧警察類 

‧消防類    ‧建設類    ‧教育類 

‧文化類    ‧新聞類    ‧人事類 

‧財政類    ‧稅捐類    ‧交通類 

‧勞工類    ‧衛生類    ‧環保類 

‧研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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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判解 

收錄與新北市政府主管法規及部分指定地方政府常用法規相關之司法判

例解釋，包括司法解釋、判例、裁判、決議、法律問題。 

三、行政函釋 

收錄新北市政府發布之行政函釋、與新北市政府主管法規及部分指定地

方政府常用法規相關之行政函釋。 

四、訴願決定書 

收錄新北市政府發布之訴願決定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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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功能說明 

一、進入系統 

進入新北市政府電子法規查詢系統，首頁為「法規動態」，為本府主管法

規之最新法規動態公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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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功能說明 

（一）法規動態 

本府主管法規之最新法規動態公布區。顯示公（發）布日期、資料類

別及訊息摘要，使用者點選訊息摘要，即可查看最新訊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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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體系 

依法規體系類別進行法規檢視，分為「新北市政府主管法規」與「地

方政府常用法規」兩大項。點選法規類別名稱，即可檢視該類別之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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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位階 

將本府主管法規依法規位階分類，點選位階類別，即可檢視該位階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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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名稱 

可設定「法規名稱」含有字詞為條件進行查詢；亦可使用系統提供之

「常用語彙」點擊後會直接帶入查詢字詞，送出「查詢」呈現查詢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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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查詢 

可針對本資料庫全部資料內容，勾選「法規」、「司法判解」、「行政函

釋」三類（單選、複選或全選）為查詢範圍，設定條件查詢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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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規異動 

可針對本府主管法規，勾選查詢類別，選擇查詢期間，查詢該期間內

異動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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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規草案 

顯示本府公告且在草案預告期間之法規草案，點選摘要可查閱草案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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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訴願決定書 

可針對訴願決定書「內容」、「文號」、「案號」、「期間」設定查詢範圍，

查詢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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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相關網站 

提供法規相關網站之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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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內容說明 

一、法規 

（一）單一法規 

依各項查詢功能查得法規，點選法規名稱，進入單一法規頁面。 

 

1.顯示法規名稱、日期。 

2.提供所有條文、編章節、條文檢索、條號查詢方式，檢視條文內容。 

（1）所有條文 

顯示該筆法規所有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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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章節 

以法規之編章節檢視法條內容。 

 

（3）條文檢索 

設定字詞，檢索該法規中含有檢索字詞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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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號查詢 

設定條號，檢索指定條號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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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法規沿革、歷史法規檢視。 

（1）法規沿革 

顯示該筆法規制（定）訂及歷次修正之沿革。 

 

（2）歷史法規 

顯示該筆法規歷次修正之條文，預設顯示最新之修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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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時間為下拉選單，可依需求設定修正時間。 

 

4.提供法規附件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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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一法條 

1.於法條顯示頁面，點選法條條號，進入單一法條頁面。 

2.顯示法規名稱、單一條文內容。 

3.顯示該法條之相關資料連結。 

 

4.提供法條附件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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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函釋 

（一）行政函釋資料，可於「綜合查詢」單元設定條件檢索，或依法條相關

行政函釋查得。 

（二）依檢索結果清單，點選函釋字號，進入單一函釋頁面。 

1.顯示行政函釋發文單位、發文字號、發文日期、資料來源、相關法

條、要旨、全文內容（主旨、說明、依據、公告事項、相關圖表）。 

2.相關法條與要旨內容，為法源公司分析撰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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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判解 

（一）司法判解資料，可於「綜合查詢」單元設定條件檢索，或依法條相關

司法判解查得。 

（二）依檢索結果清單，點選司法判解字號，進入單一判解頁面。 

1.司法判解包含司法解釋、判例、裁判、決議、法律問題 5 類資料。 

各類資料內容顯示內容欄位不同。 

2.相關法條與要旨內容，為法源公司分析撰寫提供。 

3.各類資料內容範例 

（1）司法解釋 

顯示發文單位、解釋字號、資料來源、相關法條、全文內容（解

釋文、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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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例、裁判 

顯示裁判字號、裁判日期、資料來源、相關法條、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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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議 

顯示會議次別、會議次別、資料來源、相關法條、全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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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問題 

顯示發文字號、發文日期、座談機關、資料來源、相關法條、全

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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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訴願決定書 

（一）訴願決定書資料，可於「訴願決定書」單元設定條件檢索。 

（二）依檢索結果清單，點選訴願決定書標題，進入單筆內容頁面。 

1.顯示訴願決定書之案號、要旨、發文日期、發文字號、相關法條、

全文內容、相關圖表（顯示於文末）。 

2.相關法條與要旨內容，為法源公司分析撰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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