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共 8頁 

 

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1月至 6月 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結果統計表 

編號 
受考核單
位名稱 

考  核  項  目  成  績 

總分 考核年月 基礎服務 

（200分） 
服務遞送 

（300分） 
服務量能 

（200分） 
服務評價 

（200分） 
開放創新 

（100分） 

1 中部 

航務中心 
172  252 181 175 88 868 106年 6月 

2 南部 

航務中心 
172  253 174 174 83 856  106年 6月 

考核結果處理情形：考核結果函送受考核單位提報改進情形，並登載於本局全球資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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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1月至 6月 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優缺點紀錄摘要表 

編號 受考核單位名稱 優點及建議改進事項摘要 

1 
中部 
航務中心 

優點： 
1. 建置單一窗口、標準作業流程及採一條龍的
服務方式，提供民眾清楚便利的服務。 

2. 提供無障礙、明亮、舒適、優美的洽公環境，
以及笑容可掬、親切的服務人員，服務品質
達百分百。 

3. 已建立業務標準作業流程及處理時限。 
4. 設有無障礙車道車位、服務鈴及盥洗室。 
5. 已建置午休輪值單一窗口整合服務。 
6. 麥寮港駐點服務。 
7. 戶外環境綠美化，設花架造景及綬草培育，
提供舒適具特色之洽公場所。 

8. 會客區設有特色之漂書架，慧具巧思，提升
形象。 

9. 服務臺提供觸控螢幕，便於民眾查詢資料。 
10. 設置無障礙空間、設置愛心門鈴、無障礙坡
道並提供輪椅，友善洽公民眾使用。 

11. 機關整體綠美化思維，營造出舒適之辦公環
境；民眾洽空動線良好，臨櫃業務之空間設
計別具巧思，能提供便捷與無障礙設施(備)
服務，並能充分運用布告欄之空間，張貼各
項申辦業務之簡化流程，辦公室內亦充分利
用空間作為員工休憩處所及張貼人文關懷
訊息，頗具創意。 

12. 對於人民陳情案件，皆能依照航港局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由專責人
員負責管考並迅速辦結；於接獲其他機關之

建議改進事項： 
1. 本局為民服務項目眾多，且基於簡政
便民政策多項業務均採線上申辦，惟
依簡報內容之線上申辦項目比率僅
36％似顯過低，建議再行檢視現行已
採線上申辦業務，以提高其比率。 

2. 依簡報內容呈現對內(員工)滿意度調
查部分著墨較深，基於為民服務宗旨
建議加強對外滿意度調查及其結果之
敘述或說明。 

3. 有關「漁會代收船舶檢查丈量申請業
務」係屬中心績效顯著業務之一，並
列為開放創新項目之一，惟該項同時
列為中心未來努力方向之一，兩者之
間是否具有衝突性，建議中心考量。 

4. 中心亮點項目「綬草」部分，建議中
心就綬草亮麗情景建置照片及敘述方
式呈現。 

5. 書面資料建議改採活頁方式呈現，以
利翻閱。 

6. 有關專技高普考航海人員考試自 101
年 8 月已由交通部航海人員測驗取
代，相關服務表單建請修正。 

7. 船舶抽查業務建議檢附查核項目表單
與查核結果說明。 

8. 建議船員任/卸職國輪與外輪分別說
明所需程序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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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1月至 6月 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優缺點紀錄摘要表 

編號 受考核單位名稱 優點及建議改進事項摘要 
案件亦能即時移由權責單位參處。 

13. 由員工自行建置請購暨預算零用金管理系
統，零用金申請、核銷採線上作業，不但簡
化行政流程，主管及承辦人員能即時掌握核
銷流程並能有效管控預算，難能可貴。 

14. 辦理員工內部滿意度調查，能就員工反映意
見檢討改進，有效凝聚員工向心力。 

15. 結合相關漁會、公會建立聯絡窗口，並協助
代收船舶檢丈申請案件資料及費用，減少民
眾自行申辦往返時間及費用，展現便民成
效。 

16. 民眾洽公之服務臺提供整合資訊之觸控查
詢設備(臨櫃查訊服務)及 USB充電座 

17. 透過資訊化，以簡化請購暨預算零用金管理
作業。 

18. 各科均能善用有限之辦公空間，營造各具特
色之便捷服務模式及辦公室文化，令人耳目
一新。 

19. 辦公處所大門口入口處設置船員任卸簽證
及小船駕駛執照等 4項服務項目之單一窗口
服務櫃檯，直接提供洽公民眾服務，簡政便
民。 

20. 創新服務提案「請購暨預算零用金管理簡化
作業」，由中航同仁自行發想並開發、執行，
簡化行政作業及精進內部服務等執行效益
顯著，並足資推廣至其他中心，難能可貴。 

21. 為提升 106年度為民服務品質績效，105年

9. 船員僱傭契約備查份數不符規定之 5
份，且未分送船聯會及中華海員總工
會。 

10. 建議選擇例假日辦理遊艇與動力小船
駕駛執照測驗，以利民眾參測。 

11. 麥寮港駐點服務，建議增加每週駐點
天數。 

12. 船員業務服務建議增加通訊辦理方
式。 

13. 戶外各種生態、花草植物，請標示名
稱，綬草請標示綬草培育區。 

14. 港政、自貿、監理、海技，請清楚標
示辦理之工作內容，以方便民眾洽公。 

15. 等待區宣傳看板內容雜亂，沒有主
題，不知在宣傳甚麼。 

16. 在創新精進作為方面，應加強與海
關、港公司等跨機關的合作服務。 

17. 洗手間小便斗有異味，建議加冰塊予
以清除。 

18. 臨櫃民眾滿意度問卷調查，未與前一
年度(次)問卷調查結果比較、分析，
無法確認民眾滿意度是否有效提升。 

19. 開放創新成效多屬協辦或配合他機關
之作為，非單就本單位核心業務，提
出有別於現行服務想法或方式，無法
看出具體成效。 

20. 建請航務中心從其地域性、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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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1月至 6月 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優缺點紀錄摘要表 

編號 受考核單位名稱 優點及建議改進事項摘要 
3 月份即成立工作小組，並不定期召開會議
檢討，迄今已辦理 7次，爭取局譽，積極可
取。 

22. 106 年度辦理外部民眾及內部員工滿意度調
查，作為提升服務品質之依據，  值得肯定。 

23. 辦公及洽公環境花木扶疏、端莊優雅，維護
良好，並藉由瀕危植物-綬草培育成功，透過
媒體增加機關能見度，頗具巧思。 

24. 中航同仁亟具創新熱忱，提出創新服務提案
多達 10 件，極具用心，有助於提升服務績
效。 

考量有無可對外提供開放之資料部
分。 

21. 機車停車位有部分塌陷宜改善。 
22. 機關成員意見蒐集管道之一，提升服
務品質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請各科科長
記錄業務上感人的事蹟，未見呈現於
服務績效，殊為可惜。 

23. 105 年度小三通旅客輸運已達 174 萬
人次，為中航重點業務之，建議增加  
列入為民服務績效。 

24. 外部服務滿意度調查對象侷限於臨櫃
洽公民眾，建議擴大於非臨櫃之民眾
或業者，增加滿意度調查準確度。 

25. 創新服務提案「請購暨預算零用金管
理簡化作業」建議協助推廣至本局及 
各中心建置使用，擴大其效益。 

26. 書面資料單薄，未準備充分，且編目
方式與簡報項次不一致，不易委員翻 
閱審查，建議建立資料夾目錄並豐富
書面資料供審。 

2 
南部 
航務中心 

優點： 
1. 辦公室環境整齊明亮寬敞以及植栽之綠美
化，不但提供同仁優美舒適工作環境、紓解
工作壓力，進而提高工作效率，更能使中心
同仁以其清新明朗的態度服務民眾，提高為
民服務品質。 

2. 簡報資料提及中心現有人員 124人，其中具

建議改進事項： 
1. 建議加強創新部分。 
2. 簡報第 37頁表達重點不清，若為本簡
報結論，似無法與簡報內容相對應；
若為未來努力的目標，建議對未來規
劃及做法稍加補強。 

3. 建議增設單一服務窗口(多功能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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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1月至 6月 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優缺點紀錄摘要表 

編號 受考核單位名稱 優點及建議改進事項摘要 
有專業證照者 98人(79％)，足以證明南航是
一個具有專業執行力之單位，也堪為本局各
單位學習的榜樣。 

3. 辦公空間明亮、新穎，親子廁所、哺集乳室
及綠美化等設施完善、設計得宜。 

4. 無障礙空間規劃及改善部分，係透過無障礙
協會理事長(身障者)現勘建議，進行無障礙
空間改善及規劃，其作法務實，可作為各航
務中心辦理是項設備改善時的參考。 

5. 辦公大樓經重新裝潢啟用，萬象一新，無障
礙友善設施完善，指示牌標誌明確，動線清
晰。 

6. 余主任領導下，舉辦植栽療癒等課程，能凝
聚團隊向心力外，兼負有綠美化辦公環境功
用，具有提升服務品質的軟實力。 

7. 創新作為極具亮點，無性別廁所滿足不同民
眾需求；邀請身障團體實際體驗，並發現缺
點主動改善；提倡資訊化有效降低紙張使
用，整體成效良好。 

8. 南航積極接洽高雄市政府規劃民眾洽公之
停車位，及結合無障礙空間直接引導至各樓
層電梯設備(施)口，行進動線規畫良好，保
全人員足以掌握及因應及時狀況，治安無死
角。 

9. 充分運用及展現現代科技之優化服務，辦公
室資訊自動化設備齊全，會議室電腦軟體應
用處理人性化，有助整體行政效率(能)之提

服務窗口)，並研議是否提供志工導引
民眾洽公，以提供更便民、親民的服
務。 

4. 增設民眾補件專用信箱，立意新穎值
得肯定，惟如何確認民眾補件確已送
達？如何避免補件資料送達後因故遺
漏?上開疑慮之預防措施，宜請南部航
務中心續予評估規劃。 

5. 對於各項(對外、對內)問卷調查，應
於妥為分析調查結果，對於不滿意的
項目，建議深入探討不滿意的原因並
研議後續改善作為，並可做歷年各相
同項目調查結果之差異性分析，找出
問題、改善問題，使單位永續成長。 

6. 南航同仁公務年資 32%為 5年以下、
60%為 10年以下，組成相當年輕有活
力，如能定期舉辦讀書會議，共同分
享案例及研析相關法規，將有助提升
人員專業知能。 

7. 航務中心是航港局觸角的延伸，與民
眾服務的第一線，建議可與局內各組
作業務聯繫，增加政策及績效宣導廣
度，有助於建立組織的形象及整體服
務滿意度的提升。 

8. 罰鍰臨櫃繳費數比例仍高 (約佔
36%)，建議可做為未來宣導重點。 

9. 基礎服務卷冊，包含服務一致性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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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1月至 6月 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優缺點紀錄摘要表 

編號 受考核單位名稱 優點及建議改進事項摘要 
升，更符合民眾期待臨櫃申辦業務之便捷化
與時效性。 

10. 南航重新整修裝潢後頗有國際大港之氣勢。 
11. 現場作業考核的解說者，態度親切口齒清
晰；而海技科設置補件信箱、自貿港科為方
便業者領車證張貼領證標示，兩者巧思都蠻
貼心的。 

12. 簡報圖表活潑鮮明，讓人印象深刻。 
13. 簡報以服務理念”航港守護”為主軸，說明
各評核構面，值得學習。 

14. 無預警停航消費者處理及龍布航線安全啟
航，以民眾的需求為出發點，提供客製化服
務，有效協助解決問題，此作法值得嘉許。 

15. 簡報內容充實，各項資料完整，值得肯定。 
16. 辦公室內部及外部空間綠美化環境良好，除
提供民眾優質洽公環境外，並有助機關形象
之提升。 

17. 各業管科均設有漂書櫃、民眾洽公等候區，
提供很好的為民服務措施，值得其他航務中
心知效法。 

18. 已建置單一窗口，對於簡化各項申辦案件流
程及為民服務品質有很大之助益；另各項案
件處理流程均主動提供多元管道供民眾查
詢辦理之進度，以及各項證照或執照亦能於
到期前通知民眾辦理，亦有助機關形象之提
升。 

19. 邀請臺灣無障礙協會檢視辦公廳舍相關設

確性、服務友善合宜程序等，建議可
在值化或量化，用表格做大數據統計
分析，更能瞭解努力成果及未來改進
的重點。 

10. 深化服務量能可由機關人民陳情請願
案件之處理過程看出端倪，建議南航
定期彙整分析航商業者或員工陳情及
申訴案件之回應處理及時效列管情
形，納入為民服務工作事項，更能凸
顯團隊施政服務品質。 

11. MTNet系統是行政作業透明化與資訊
公開的最佳工具，也是本局積極推動
之政策，從簡報得知南航之航政規費
等多元繳費服務管道很暢通，惟實際
執行發現民眾選擇臨櫃繳納之次數與
金額偏高，建議利用適當時機加強向
業者溝通宣導，以提升服務效能。 

12. 主要申辦業務，中航為 33項、南航為
27 項，為何有所差別?本局對申辦業
務及標準作業流程有否統一訂定?宜
澄清。 

13. 減除申辦案件需檢附之書表謄本，除
得以簡化書表謄本之數量或比率外，
更強調運用跨機關電子查驗，取代要
求民眾檢附紙本佐證資料。本局目前
有運用 MTNet 跨機關(中國驗船中
心、經濟部商業司、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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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1月至 6月 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優缺點紀錄摘要表 

編號 受考核單位名稱 優點及建議改進事項摘要 
施並據以落實改善，完全透過電腦光學閱卷
等科技簡化行政作業，提升正確性與效率。 

 

等)電子交換取得資料，而這些電子資
料是否可取代要求民眾檢附紙本佐證
資料?或需再增加電子交換機關?此宜
全盤檢視，以真正達到簡政便民。 

14. 為精進旅客及船舶安全加強抽查客貨
船，此作法並未說明應變新流程、如
何結合地方機關及增加抽查頻率是否
提高安全比率? 

15. 簡報中有些評核重點並未闡述，如機
關成員意見蒐集管道、創新服務提
案、其他瞭解民眾服務評價機制等。 

16. 內部員工滿意度調查採封密式
(close)，受訪者不能隨意回答，如此
較不易瞭解員工真正的需求及問題所
在，建議可再加開放式(open)問題。 

17. 開放創新服務內容稍嫌薄弱，建請再
予強化。 

18. 天候不佳造成客船停航或緊急事件與
其他機關之跨機關合作，如何協調，
簡報或相關證卷並未提及，建議再與
補強。 

19. 對於民眾不滿意度如何回應，並未提
及。 

20. 洽公民眾停車位，建議增列導引標
誌，以利民眾洽公。 

21. 補件信箱立意良好，惟未具體明確，
建議再予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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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1月至 6月 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優缺點紀錄摘要表 

編號 受考核單位名稱 優點及建議改進事項摘要 
22. 申辦作業標準作業流程圖示，僅有海
技科有呈現，其他科是否比照，建請
考量。 

23. 滿意度調查之面談紀錄，有發現日期
有 105年可能係誤植建請改善。 

24. 後續於工程驗收後，若能提供洽公民
眾USB充電、資訊服務站將更臻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