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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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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航務中心 
173 254 173 176 80 856 106年 7月 

2 東部 

航務中心 
168 251 176 176 84 855 106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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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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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航務中心 

優點： 
1. 辦公空間明亮、綠美化等設施完善、設計得
宜。 

2. 漂書分享區及民眾休息空間設計體貼得宜。 
3. 單一服務窗口提供便民的一站式服務，達便
民效果。 

4. 「讀書會」除訓練同仁吸取新知、心得分
享、互相學習外，同時亦增進同仁專業認
知，足為本局各單位學習。 

5. 張主任領導下，北部航務中心每 2週舉辦 1
次讀書會，輪流在不同主題近距離互動分
享，大家集思廣義腦力激盪，培養出團隊榮
譽及軟實力。局內舉辦創意點子榮獲 2個獎
項，展現出公務員應有的專業作為。 

6. 本次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會議中，所建議讀
書會朝進一步推展，就時事輿情、立法院關
注議題納入自行研究範疇，在翌日尼莎風災
麗娜輪斷纜漂移碰撞軍艦事件，立刻研擬出
精進報告，深具政府部門施政應有方向感及
速度感。 

7. 資訊服務站架設於電梯出口與民眾洽公之
服務中心、手機充電站標示明顯。 

8. 官網之聯絡資訊，依業務類別提供對應固定
之電話代碼。 

9. 透過人力調派等調整，提高離島人員派駐意
願與業務延續性。 

10. 北航充分利用空間，於電梯出口不遠處規畫

建議改進事項： 
1. 佐證資料表單未標明章節頁籤。 
2. 佐證資料中港口國抽查，未附查核對
象國家、港勤船抽查等缺點統計。 

3. 佐證資料未呈現船舶運送業籌設營運
航線型態(固定、非固定、客/貨運)統
計。 

4. 研議於例假日辦理遊艇與動力小船駕
駛執照測驗。 

5. 對於各項(對外、對內)問卷調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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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會代辦案件應屬船舶檢丈部分，代
辦件數與 105年比較達倍數成長，因
本局業於 MTNet 建置檢丈線上預約
系統，仍請中心加強宣導。 

7. 簡報 P.30有關航安港安把關措施，本
年執行情形建議增列後續缺失追蹤改
善辦理情形。 

8. 簡報 P.39員工滿意度調查只列結果分
析，建議增列問卷發送、回收、有效
數量。 

9. 簡報 P.22專業證書統計區間建議修正
為統計資料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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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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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處聯合服務中心，區分不同的申辦業務類
別提供民眾洽公服務，有助提升行政效率效
能；並設計手機充電設備(施)，符合科技與
人性化設計之需求；另結合無障礙空間直接
由大樓保全人員直接引導至各樓層電梯設
備(施)口，行進動線區隔良好。 

11. 能充分運用委託轄區各地漁會代收(辦)船舶
監理及海技相關業務，案件數量不少，顯見
北航溝通協調成效良好，符合民眾期待之便
捷與效能要求，亦可節省臨櫃申辦業務所需
花費之時間與成本。 

12. 謝謝北航在大熱天準備飲料及安排卡片讓
委員親自郵遞活動，讓大家感到北航的用心
及貼心。 

13. 北航同仁平均每人具 1.4 張專業證書，又藉
讀書會增進同仁專業知識及彼此情感交
流，此不但有利建立「內部輪調制度」，且
足供各航務中心學習。 

14. 創新提案 4項，其中「離島地區緊急應變演
練」及「啟動專案疏運應變」2 項為本局核
心業務，須跨單位及跨機關合作以提高服務
便捷度，此值得嘉許。 

15. 漁會代辦及線上申辦業務，其效益以「節省
油耗量」及「減少碳排量」呈現，具客觀及
實質性，值得肯定。 

16. 簡報內容豐富。 
17. 公佈欄標示利用貝殼及相關具海洋意象裝

10. 建議書面資料增加文件目錄或貼標
籤，以利查閱。(同 1) 

11. 標準作業程序雖有建立，惟未有各階
段工作重點及作業範本表單，僅為流
程簡述及期限要求，在服務一致性及
教育實用性方面仍顯不足，且各航務
中心作法亦不盡相同，建議可參考他
機關作法研謀精進作為。 

12. 基礎服務卷冊頁首，建議增加目錄及
文件索引編碼。針對服務一致性及正
確性、服務友善合宜程序等考評要
項，建議用表格作大數據統計分析，
更能解讀問題做為未來改進的重點。 

13. 有關「基隆市輪船理貨業職業工會陳
情維護理貨員勞動權益案」北部務中
心邀集相關單位協調解決辦法，及有
關「基隆港規劃建外港郵輪母港碼頭」
北部航務中心縮短 CIQS 通關時間等
作為，涉及公私協力、跨單位及跨機
關服務流程整合等，建議納入為民服
務績效成果。 

14. 建請航務中心從其地域性、特殊性，
考量有無可對外提供開放之資料。 

15. 簡報提及商港服務費收費系統提供行
動版網站、亦提供行動 App；行動 App
可否整併至行動版網站？抑或強化行
動 App之不可取代性等相關內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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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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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品，很有創意。 

18. 各項業務承辦內容及導引標示明確，有利民
眾洽公。 

消弭蚊子 App之疑慮。 
16. 深化服務量能可由機關人民陳情請願
案件之因應處理看出端倪，建議北航
定期彙整分析民眾及員工書面陳情及
申訴案件之回應處理及時效管制情
形，並納入為民服務工作成果事項，
更能凸顯團隊施政服務品質。 

17. 本局官網各航務中心網頁資訊，部分
非航務中心業務竟列在其中；又部分
申請作業流程皆以＂南航＂為申辦單
位，且有承辦人員調動或退休，確未
同步修正之情形，請權責單位確實做
好檢核工作。 

18. 今考評日期為 7月底，建議評核佐證
資料宜統計至 6月底。 

19. 臨櫃及線上申辦案件統計以科而非以
業務分類，無法明確顯示各業務在兩
者間的比例分配，而對症下藥做改進
措施。 

20. 評核構面今年新增「服務遞送」，北航
將其評核項目「服務便捷、服務可近
性」兩者合一，致服務無法對應評核
項目，建議依評核項目分別敘述。 

21. 線上申辦業務之效益僅以節省油耗量
分析，建議再加上減紙之效益。 

22. 員工滿意度調查有開放性意見之設
計，但佐證資料卻未附上回應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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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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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宜改進。 

23. 未來努力方向僅就服務項目約略概
述，不具體也不明確。 

24. 漁會代收船舶檢丈申請服務一直是本
局最引以為傲的服務，因漁民居住地
區偏僻，可提供其在地化、客製化服
務；惟現本局大力推廣線上預約檢丈
申請，因漁民在使用上具數位落差，
故使用率較預期為低。而兩者如何相
輔相成以達到簡政便民及在地客製化
服務，請加以研析。 

25. 書面資料目錄記載內容與所附內容不
一致。 

26. 書面資料缺漏專案之創新性資料。 
27. 洽公停車位建議增列指示牌。 
28. 放置航政監理申請書表單之木櫃逾 2
公尺恐造成取用之時間較長，建請考
量是否再予簡化。 

29. 簡報中提及蘇花備援將與國防部協
調，惟協調結果如何並未說明。 

30. 簡報中提及海技科 105年線上申辦比
例僅 12.14%，似乎為預約檢丈制度宣
導不夠，建議再予強化。 

31. 書面資料創新性構面之創新性部分，
所提內容離島地區緊急應變、馬祖小
三通人力調派、馬祖小三通申請案控
制流程簡化、蘇花備援，以及開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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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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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部分，所提內容創新服務提案需求
(討論會議)、商港服務品質提升與船
舶線上預約檢丈系統，似乎與開放創
新無關。 

2 
東部 
航務中心 

優點： 
1. 設立單一服務窗口(多功能統一服務窗口)提
供更便民、親民的服務。 

2. 「全功能服務櫃台」整合及精進各項申請案
件的作業，提供全方位的一貫服務，確實達
到簡政便民的目標，值得肯定。 

3. 本次啟動蘇花備援機制，中心同仁全力以赴
完成疏運任務，值得讚許，建議建立 SOP並
完整紀錄作業過程，將相關資料置於本局網
站供同仁學習參考。 

4. 多元關懷深入基層作法讓人印象深刻，例如
主動貼心關懷服務、客製化通知提醒，並以
走動式行銷理念舉辦多場座談會，中午不打
烊等便民作為，值得肯定。 

5. 多元繳費服務績效卓著，線上罰鍰繳費比例
達 95.6%，值得其他航務中心學習。 

6. 舉辦專業人員線上課程面向多元，有緊急應
變及船舶檢丈專題演講、MTNet課程及 CPR
心肺復甦術等，其中職場健康具療癒功能，
符合「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滿意的顧客」意旨。 

7. 於「106 年廉政民意問卷調查」報告，東部
航務中心於為民服務態度、辦理業務之行政
效率等滿意度調查皆獲得不錯評價，亦無不

建議改進事項： 
1. 無障礙空間規劃及改善部分，坡道銜
接處應依相關規範平整銜接施作，亦
可參考南部航務中心透過無障礙協會
理事長(身障者)現勘建議，進行無障
礙空間改善及規劃，以符實需。 

2. 入口導引標誌，建議採更清楚明白的
導引設置。 

3. 對於各項(對外、對內)問卷調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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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能定期舉辦讀書會議，共同分享案
例及研析相關法規，有助提升人員專
業知能。 

5. 屋頂修繕工程宜盡速修繕完成，俾利
公安。 

6. 建議就簡報資料之「未來努力方向」
加強補述每項之規劃作法。 

7. 建議加強書面資料內有關各項訓練課
程內容、簡報等資料，且調整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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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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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之情形；另 106年度業務座談會之評價
亦較 105年度成長。 

8. 考量民眾的需求，提供中午不休息之全功能
服務櫃台、例假日受理船舶及船員名單進出
港簽證輪值。 

9. 民眾洽公之服務處所提供 USB充電座，並設
置整合資訊查詢窗口。 

10. 增設指示牌、提供多項主動貼心服務措施，
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11. 考量同仁健康，進行影印機設置地點調整。 
12. 民眾洽公行進動線良好，臨櫃業務旁設計專
屬於民眾等候之影音專區空間別具巧思，哺
乳室隱密性高，且提供各項必備用品，服務
設施多元化。 

13. 外部滿意度調查結合 106年度東部地區航港
業務座談會，以與會業者及機關人員進行簡
易式調查，並完成分析報告及專案簽核，可
節省人力與時間。 

14. 本局 106年廉政問卷調查，東航在行政效率
及為民服務態度滿意度均列各中心前 1、2
名，在各項資源侷限下表現亮眼，彌足珍貴。 

15. 蘇花備援機制成果獲得肯定，並引發各界對
藍色公路需求的討論，後續效益值得觀察。 

16. 考核簡報不提供紙本、書面資料以電腦方式
提供審閱，落實無紙化作業。 

17. 書面資料之整理大部分依評核項目呈現，容
易審閱。 

料呈現順序，如課程講義置於最上
端，學員簽到簿置於最後面等。 

8. 無障礙設施尚屬完善，惟建議可邀請
身障協會舉辦體驗活動，或取得通用
設計標章，更有品質保證加乘效果。 

9. 標準作業程序雖有建立，現階段各航
務中心做法不盡相同，建議可適時協
調整合，使有一致性標準。 

10. 建請航務中心從其地域性、特殊性，
考量有無可對外提供開放之資料。 

11. 現行電力、網路架構配置宜再精進調
整，以避免因市電停電，影響核心作
業與為民服務。 

12. 官網之聯絡資訊，建議除依組織單位
外，亦可考量依業務類別提供對應之
固定電話代碼再專接至實際承辦同
仁，以避免電話轉接或人員異動衍生
之議題。 

13. 機關有委託代收(辦)單位進行船舶檢
丈申辦等業務，就便民服務之角度，
立意甚佳；惟其涉及代辦服務費用之
收取與洽公時間限制等，建議可針對
此一便民服務機制之實際運作，設計
航商業者服務滿意度之施政滿意度問
卷調查，俾以深入評估此一代辦業務
之服務成效。 

14. 深化服務量能可由機關人民陳情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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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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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之因應處理看出端倪，建議定期
彙整分析民眾及員工書面陳情及申訴
案件之回應處理及時效管制情形，並
納入為民服務工作成果事項，更能凸
顯團隊施政服務品質。 

15. 辦理之員工內部滿意度問卷調查，應
就滿意度較低項目或反映意見，分析
並研提改進意見，適時輔導，以凝聚
向心力。 

16. 可適時辦理臨櫃滿意度問卷調查，並
與前一年度(次)問卷調查結果比對、
分析，研提改進方案強化執行成效，
以提升服務滿意度。 

17. 簡報及書面資料僅列新增作業簡化系
統，並僅以 1頁呈現，且多為全局共
通性績效，本構面績效稍有不足。 

18. 106 年度內部員工滿意度調查平均滿
意度 81.75%，未進行統計結果分析，
無法得知調查效益，建議增加，並與
前年度做比較。 

19. 105 年度下半年至 106 年上半年拜訪
漁會「至少 6次以上」，建議列出明確
拜訪次數、拜訪日期、漁會名稱及拜
訪效益等資訊。 

20. 開放創新項目較少，建議增加。 
21. 離島客船疏運旅客為本局重點業務，
建議增列該項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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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6年度 7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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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量能、服務評價、開放創新合計
之服務績效僅佔三分之一，建議平衡
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