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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同意文件線上申請 

1.1 輸入同意文件線上申請 

路徑: 網頁首頁->點選「輸入同意文件線上申請」 

目的: 線上提供申請者提出犬貓輸入申請。 

 

【首頁】

中/英文版本 最新消息區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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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增畫面 

1- 進入後，請填入申請人及貓犬輸入申請資料。 

2- 可新增多筆犬貓輸入資料。 

3- 點選「確定」鍵即完成存檔並送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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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成功通知信 

1、 執行確定鍵，即送出案件申請，系統將自動發送申請成功通知信。 

2、 若申請案件需補正或同意文件核發時，系統也會自動寄送 Email 通知。 

 

 

案件承辦單位服務資訊 

申請輸人內容及案號， 

案號為後續查詢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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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件線上查詢及補正變更 

2.1 案件線上查詢 

路徑: 首頁->點選「案件線上查詢及補正變更」 

目的: 可進行對已申請案件查詢、資料文件補正及輸入同意文件內容變更。 

 

一、 查詢畫面 

1- 輸入條件後，點選「查詢」鍵，即呈現出所查詢的申請資料 

2- 點選「重新產生驗證碼」即可重新產生新的驗證碼，驗証碼區分大小寫 

 

 

二、 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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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案件補正 

路徑: 首頁->點選「案件線上查詢及補正變更」-> 查詢結果內「審核狀態說明」區 

目的: 可進行對已申請案件提出資料及文件補正。 

 

一、 查詢畫面 

1- 輸入條件後，點選「查詢」鍵，即列出所查詢的申請資料 

2- 至「審核狀態說明」區，上傳補正文件或說明補正內容 

 

 

 

申請人補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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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案件變更(必須已取得輸入同意文件) 

路徑: 首頁->點選「案件線上查詢及補正變更」-> 查詢結果內「申請變更項目」區 

目的: 可進行已申請案件查詢後，提出資料變更。 

 

一、  查詢畫面 

1- 輸入條件後，點選「查詢」鍵，即呈現出所查詢的申請資料 

2- 申辦案件的承辦狀態至「核發同意函」後才能申請輸入變更 

3- 至「申請變更項目」區，提出變更項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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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規新知 

3.1 法規新知 

路徑: 首頁->點選「法規新知」  

目的: 相關更新法規告知及相關文件說明。 

 

一、 查詢畫面 

1- 點選進入後，即可出現法規新知 

2- 點選「日期/標題」即可進入該筆訊息的全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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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筆全文畫面：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犬貓輸入檢疫資訊網 

使用者系統操作手冊 

長城數位有限公司  Great Wall Digit Co., Ltd 
陳玠米 Tel : 0920648721   E‐mail:mimi@great-wall.com.tw 

11 

 

4. 常見問題 

4.1 常見問題 

路徑: 首頁->點選「常見問答」  

目的: 若申請人有疑問，可至常見問題查詢及下載相關文件。 

 

一、 查詢畫面 

1- 點選進入後，即可出現常問問答 

2- 點選「日期/標題」即可進入該筆資訊的全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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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筆全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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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信箱 

5.1 服務信箱 

路徑: 首頁->點選「服務信箱」  

目的: 若申請人有疑問，可至服務信箱詢問問題。 

 

一、 查詢畫面 

1- 點選進入後，即可出現服務信箱 

2- 點選所查詢的檢疫分局即可進入該分局聯絡資訊及各分局公務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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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隔離場所  

6.1 隔離場所  

路徑: 首頁->點選「隔離場所」  

目的: 提供各隔離場所籠位預訂及進籠現況及聯絡地址、電話、方式，以方便民眾使用。 

 

一、 查詢畫面 

1- 點選進入後，即可出現點選查詢籠位網址 

2- 點選所查詢各隔離場所籠位預訂及進籠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