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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熱門問題 Q&A . 

Q1．使用 Chrome 瀏覽器，畫面顯示「無法登入，彈跳視窗已封鎖」? 

A1．設定允許「彈出式視窗與重新導向」，詳細步驟請參考頁 P.11，

「Chrome 瀏覽器設定」。 

 

Q2．找不到 HICOS 元件? 

A2．HICOS 元件可前往我的 e 政府下載，詳細安裝步驟請參考 P.3

「軟體安裝」。 

Q3．IC 卡已經插入了，卻還是不能登入? 

A3．前往內政部憑證中心檢視憑證 IC 卡資訊，偵測是否可讀取 IC 卡

資訊，請參考 P.5「IC 卡功能檢測」。 

 

Q4．使用 IE 瀏覽器無法登入。  

A4．請參考 P.6，「IE 瀏覽器設定」，或到內政部憑證中心有提供不同

版本的 IE 設定方式。(圖 8~圖 14)。 

 

Q5．註冊後一直沒有收到認證信件。  

A5．若註冊 e-mail 沒有收到認證信件，再次登入後，可修改 e-mail ;

點選「重新發送認證信」，系統將重新發送認證信於修改後的 e-mail，

請參考 P.13「帳號申請」。 

 

https://www.cp.gov.tw/portal/clogin.aspx
http://moica.nat.gov.tw/ShowCardInfo.html
http://moica.nat.gov.tw/faq_in_c_23_31.html
http://moica.nat.gov.tw/faq_in_c_23_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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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如何購買? 

A6．簡易查詢購買流程說明如下圖，詳細流程內容說明請參考 P.27。 

 

 

Q7．提供哪些付款方式? 

A7．付款方式共提供信用卡網路支付、網路 ATM、金融帳戶轉帳支

付三種方式，各項付款詳細流程請參考 P.31~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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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安裝 

一、 軟體安裝 

首次使用本系統必須安裝 HICOS 網頁元件，安裝完成後才

可以使用。以下是安裝教學。 

1. HICOS 下載與安裝：前往我的 e 政府下載。 

 

圖 1 HICOS 連結頁面 

 

圖 2 HICOS 下載頁面 

https://www.cp.gov.tw/portal/c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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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HICOS 安裝畫面  

 

 

圖 4 HICOS 安裝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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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C 卡功能檢測 

當使用憑證無法登入本系統時，可以到 IC 卡功能檢測頁面

查看是否已正確安裝 HiCOS 元件。前往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檢

視憑證 IC 卡資訊頁面。 

 

圖 5 元件測試網頁 

選擇卡片，如果僅有單一選項「請選擇卡片」，請確認讀卡

機連結成功;成功讀取 IC 卡資訊畫面如圖 6。 

 

圖 6 成功讀取 IC 卡資訊 

http://61.60.9.42/ShowCardInfo/ShowCardInfo.html
http://61.60.9.42/ShowCardInfo/ShowCard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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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顯示「未安裝客戶端程式或未啟動服務」，請確認是否

安裝 HiCOS 元件，如果已安裝元件，可能是因元件未正確開啟，

請重新開機，再測試一次。 

 

圖 7 未安裝客戶端程式或未啟動服務 

 

 

二、 IE 瀏覽器設定 

登入此網站建議使用 IE 8.0 以上版本瀏覽器或 Chrome。初

次使用 IE 登入時必須先設定網站，這樣才可以順利瀏覽網頁。 

1. 相容性檢視設定：IE＞工具＞相容性檢視設定＞點選新增網

址「nat.gov.tw」＞勾選「在相容性檢視下顯示所有網站」。 

 

圖 8 相容性檢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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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憑證相關網站加入信任的網站：IE＞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安全性＞信任的網站＞網站。之後會跳出「信任的網站」頁

面 ， 再 將 moica.nat.gov.tw 、 https://tchgis.tainan.gov.tw 、

10.241.69.188、61.60.9.40、61.60.9.41、61.60.9.42，六個網址

新增為信任的網站後點選關閉。 

 

圖 9 網際網路頁面開啟 

 

圖 10 信任網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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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信任網站的安全性設定，將 Active X 選項開啟：IE＞工

具＞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信任的網站＞自訂等級。會跳

出一個安全性設定-信任的網站區域的視窗，找到 Active X控

制項與插件，將相關 Active X選項設定都點選為「啟用」，在

相同一視窗內的「重設自訂設定」欄位選為低，按確定，如圖 

11。 

 

圖 11 開啟安全設定-信任的網站區域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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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每次造訪網頁時檢查是否有較新的版本：IE＞工具＞網

際網路選項＞一般＞瀏覽歷程記錄＞設定＞選擇每次造訪網

頁時，按確定，如圖 12。 

 

圖 12 網站資料設定頁面 

 

5. 刪除瀏覽歷程記錄：IE＞工具＞網際網路選項＞一般＞勾選

「結束時刪除瀏覽紀錄」後按「刪除」。之後將出現「刪除瀏

覽歷程記錄」頁面，在勾選「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okie」、

「歷程記錄」後刪除，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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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刪除瀏覽紀錄頁面 

6. 刪除瀏覽歷程：刪除瀏覽歷程後會回到網際網路選項的畫面，

請點選「套用」再按下「確定」後，將電腦所有網頁關閉，重

新啟動 IE 瀏覽器即完成設定，如圖 14。 

 

圖 14 確定刪除瀏覽紀錄設定頁面 

 

 

【設定完成後，請務必將電腦所有網頁關閉，再重新啟動 IE 瀏覽器】 

  



台南文化資產管理處  操作手冊 

11 

 

三、 Chrome 瀏覽器設定 

1. 初次使用 Chrome 瀏覽器登入時，顯示「無法登入，彈跳視窗

已封鎖!」。 

 

圖 15 彈跳視窗已封鎖提醒 

 

2. 點選網址列前的 圖示，顯示網站資訊視窗，於視窗中選擇

「網站設定」(如圖)前往設定。 

 

圖 16 開啟網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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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彈出式視窗與重新導向」更改為「允許」，完成設定後關

閉設定頁面。 

 

圖 17 設定彈出式視窗與重新導向 

4. 回到系統登入頁面，點擊「重新載入」或是 ，頁面重新載

入後即可進行登入。 

 

圖 18 重新載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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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帳號申請 

本系統使用時需要備妥讀卡機和憑證，才能登入申請帳號。 

帳號申請步驟： 

1. 輸入憑證 IC 卡密碼(pin 碼)。 

2. 點選右上角的彈跳視窗，選「一律顯示

http://tchgis.tainan.gov.tw 的彈出視窗」。 

 

圖 19 註冊頁面  

  



台南文化資產管理處  操作手冊 

14 

 

首次登入需先註冊，請依上面的欄位填寫資料，每個欄位皆

為必填。註冊後，系統將發送認證信至申請人信箱，當申請人至

信箱開通後，即可登入系統。若無法收到開通郵件，可再次登入

修改 email。 

 

圖 20 修改電子郵件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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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網站操作 

一、 網站入口頁 

第一次登入請安裝最新版本的 HICOS 網頁元件。本系統網

站頁面分為兩部分，系統使用注意事項和登入方式 

1. 系統登入：登入時請備妥讀卡機、自然人憑證卡或工商憑

證卡及憑證 IC 卡密碼，憑證 IC 卡密碼為申請 IC 卡片時

的密碼，若是第一次登入需申請帳號，輸入密碼時要注意，

錯三次 IC 卡片會被鎖住。 

2. 鎖卡解碼：「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憑證作業/「鎖卡解碼」

重新設定新的 PIN 碼。 

 

圖 21 網站入口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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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鎖卡解碼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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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功能 

系統功能分為「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

「查詢紀錄」、「購物車」三部分。 

1. 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 

 

圖 23 查詢系統使用說明 

地號查詢、連號查詢、匯入地號 CSV 檔查詢單次皆以 50 筆

為查詢上限。 

(1). 地號查詢：選擇行政區、地段，填寫地號，可一次查詢多筆

地號，以「,」分隔，例如: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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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文化資產敏感區查詢-地號查詢 

(2). 連號查詢：選擇行政區、地段，輸入起始地號和結束地號，

則可查詢所有地號資料。 

 

圖 25 文化資產敏感區查詢-連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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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匯入地號 CSV 檔：請點選「範例下載」，下載匯入清單範例檔。 

 

圖 26 範例下載  

 

用 Excel 開啟下載的檔案，在開啟舊檔視窗中，右下角選擇

「所有檔案」，選取先前下載的「地號清單匯入」CSV 範例檔，

點選開啟。  

 

圖 27 開啟範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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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匯入字串精靈中選擇「下一步」。 

 

圖 28 匯入字串精靈(1) 

 

勾選「逗號」，選擇「下一步」。 

 

圖 29 匯入字串精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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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欄位資料格式選擇「一般」，點選「完成」。 

 

圖 30 匯入字串精靈(3) 

 

將 CSV 檔匯入 Excel，依內建欄位輸入查詢資料，即可進行

多筆地號查詢。 

 

圖 31 輸入 csv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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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地籍資料依欄位填寫完成後。另存成 CSV 檔(逗號分隔)，

選擇「檔案」，點選「另存新檔」，於另存新檔視窗，下方存檔類

型中選擇「CSV(逗號分隔)(*.csv)」，點選存檔。 

 

圖 32 csv 另存新檔 

 

如跳出提示視窗，請選擇「是」。 

 

圖 33 提示視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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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儲存完成的 CSV 檔用記事本開啟，檔案內容段落是以

逗號分隔的。在另存新檔的檔案點選滑鼠右鍵，選擇「開啟檔案」，

選擇「記事本」。 

 

圖 34 開啟檔案「記事本」 

 

再將檔案另存新檔，並將編碼選擇「UTF-8」後存檔，即可

上傳至系統。 

 

圖 35 選擇「UTF-8」另存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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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系統畫面，選擇檔案上傳。 

 

圖 36 匯入系統 CSV 檔 

(4). 文化資產敏感區查詢結果–進一步協助 

若無資料可以預覽或下載，會顯示無符合搜尋條件之地籍資

料，請重新輸入或使用進一步協助功能。若有資料可以提供，可

以點擊進一步協助，填寫資料申請。 

 

圖 37 進一步協助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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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點擊進一步協助會跳出申請資料填寫的畫面。本頁面的欄

位都必須填寫除了傳真號碼。在必備檢附文件中，需上傳「土地

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需要到各地方政府主管之地政

事務所協助或申請，確定資料都沒有錯誤，即可點擊送出。 

送出申請後，系統將會發 Email 至個人信箱。當申請案件已

經結案，將會寄 E-mail 通知，即可上網購買下載檔案。 

 

圖 38 進一步申請資料填寫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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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詢紀錄 

點擊查詢紀錄進入後會看到個人資料管理及過去一年查詢

使用紀錄並於查詢紀錄中下載購買檔案。 

 

圖 39 查詢紀錄頁面 

查詢紀錄上方可展開「個人資料管理」功能，修改姓名、聯

絡電話和電子郵件等資料。 

 

圖 40 個人資料管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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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物車流程說明 

(1) 加入購物車:使用查詢功能後，搜尋結果會顯示各筆地號查

詢結果，若要購買則將該筆地號加入購物車。 

 

圖 41 查詢結果可加入購物車 

當該筆地籍資料被加入購物車後，會自動顯示「已加入購物

車，尚未結帳」，能清楚知道目前將購買那些地籍資料。 

 

圖 42 顯示地籍資料已被加入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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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 小時購買期限，查詢每筆地號有限制 24 小時內進行購

買，若超過 24 小時，需要再重新查詢購買。 

 

圖 43 顯示每筆地籍資料購買期限 

(3) 購物車，將要購買的地號加入購物車後，可於購物車內查

看所有要購買的地號，也可於購物車移除不購買，系統會

自動計算購買總金額。 

 

圖 44 購物車清單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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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可刪除購買地號 

(4) 進入電子支付流程，於付費前，須先使用憑證完成共通作

業平台單一登入。 

 

圖 46 電子支付頁面 



台南文化資產管理處  操作手冊 

30 

 

 

圖 47 進入我的 E 政府進入單一平台登入 

 

圖 48 完成單一登入平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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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入我的 E 政府付費流程，需先接受我的 E 政府網路繳費服務

選項，並選擇要使用哪項付款方式。 

 

圖 49 我的 E 政府網路繳費說明頁面 

 

圖 50 選擇繳費方式 

(6). 信用卡付費流程說明，提供使用信用卡進行付款作業，只須輸入

卡片相關資訊，系統會自動與信用卡公司進行交易，交易成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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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動把畫面導回本查詢系統並收到交易資訊信件(如圖 54、圖

55)；若交易失敗，將顯示交易失敗錯誤代碼及錯誤內容，(如圖

56、圖 57)。 

 

圖 51 選擇信用卡網路支付 

 

圖 52 輸入信用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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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確認信用卡扣款訊息 

 

【信用卡交易成功】 

 

圖 54 信用卡交易成功畫面 

 

圖 55 於本系統顯示交易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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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交易失敗】 

 

圖 56 交易失敗畫面 

 

圖 57 於系統顯示交易失敗結果 

(7). 金融帳戶轉帳支付流程說明，提供使用金融帳戶轉帳支付，須要

選擇帳戶資料，系統會自動與銀行進行交易，交易成功後，將自

動將畫面導回本查詢系統(如圖 61、圖 62)；若交易失敗，將顯

示交易失敗錯誤代碼及錯誤內容，告知民眾此交易並未成功(如

圖 63、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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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選擇金融帳戶轉帳支付 

 

圖 59 選擇金融帳戶資訊 

 

圖 60 確認金融帳戶繳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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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帳戶交易成功】 

 

圖 61 金融帳戶交易成功畫面 

 

 

圖 62 於系統顯示交易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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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帳戶交易失敗】 

 

圖 63 金融帳戶交易失敗畫面 

 

 

圖 64 於本系統顯示交易失敗畫面 

(8). 網路 ATM 支付流程說明，提供使用網路 ATM 支付，選擇以晶

片金融卡付款後，進入 e-Bill 全國繳費網繳費，支付流程如圖 65 

~圖 72，交易成功後，將自動將畫面導回本查詢系統 (如圖 72)；

若交易失敗，將顯示交易失敗錯誤代碼及錯誤內容 (如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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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選擇網路 ATM 支付 

 

 

圖 66 選擇以晶片金融卡支付 

 

圖 67 進入 e-Bill 全國繳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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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顯示 e-Bill 全國繳費網確認繳費 

 

 

圖 69 畫面顯示 e-Bill 全國繳費網讀卡機晶片卡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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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畫面顯示 e-Bill 全國繳費網銀行及帳號 

 

 

圖 71 畫面顯示繳費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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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於本系統顯示交易成功畫面 

 

圖 73 繳費失敗並顯示失敗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