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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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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 

航務中心 
179.3 273.3 179.0 173.5 86.5 891.6  107年 6月 

2 東部 

航務中心 
171.3  257.3 162.8 161.5 75.8 828.7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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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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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 

航務中心 

優點： 
1. 整體規劃很用心，考核過程順暢及時間掌握

得宜。 
2. 考核簡報及工作現場作業簡報說明，條理分

明，內容豐富，簡報人口條清晰，清楚傳達
簡報內容。 

3. 整體環境空間整潔明亮、洽公民眾動線規劃
流暢。 

4. 綠美化植栽讓民眾有舒適的感受。 
5. 糖廠溫馨小故事 (建議可在簡報時先埋伏

筆)。 
6. 簡報及解說同仁口條清晰，相關資料及動線

安排皆很用心。 
7. 電話禮儀透過外部老師授課，精進同仁禮

儀，測試名次也確實大幅躍進，值得嘉許。 
8. 多項業務透過同仁用心找到問題，研析後提

出具體且有效的解決方案，經執行後也達到
效益，值得讚許。 

9. 本局業務內容多為專業，透過影片製作(如船
舶安全檢查)，讓委員可於短時間了解業務內
容及服務項目。 

10. 民眾洽公環境整潔明亮，並以 DIY 小盆栽綠
美化，除紓解同仁身心壓力，提高工作效率
外，亦可提高為民服務品質，提升機關形象。 

11. 無障礙友善設施完善，指示牌標誌明確。 
12. 簡報及現場解說條理分明、態度親切、時間

控制精準，值得肯定。 

建議改進事項： 
1. 委員到場時迎接可以稍加規劃，讓委

員的賓至如歸及受重視的感受。 
2. 委員服務建議可以一對一的個人服

務，尤其在服務績效詢問及說明階段。 
3. 現場資料的資料準備，應依據第 2

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準
備，現場毋須預先將相關原始資料歸
類整理陳列評審會場，現場亦無陳列
解說看板、海報等資料；簡報架構建
議依據前揭實施計畫附件 5 內容的構
面及評核項目作呈現，以爭取分數，
並儘量以數字量化呈現。 

4. 簡報建議先呈現高雄港對台灣經濟的
重要性，再顯現南航為民服務的價值。 

5. 簡報第 9、10、14 頁，全臺 NO.1 的
說法，建議可以用成長率或其他方式
呈現；第 18 頁加入世界平均天數，才
顯示南航的積極為民服務的一面。 

6. 洽公停車位置解說，建議再加以調整。 
7. 植栽綠美化是個亮點，建議為民服務

櫃台能夠多加呈現此優點。 
8. 興蘭海運能加入民眾的感謝函,電子

郵件或其他佐證資料。 
9. 無加工證明書簡化，建議可以加強說

明過程克服的困難及最後節省的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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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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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貼心規劃停車場及於門口增設殘障車位，方

便洽公民眾停車。 
14. 注意民眾行的安全，於南航門外道路劃設綠

色行人徒步區。 
15. 在捷運站增設本局南部航務中心標示地

圖，方便洽公民眾了解相關位置。 
16. 辦公服務環境整潔清爽，標示清楚。 
17. 結合自由貿易港區業者意見，修訂「無加工

證明書申請表」，有效簡化表單，並可減少
業者費用支出，確實達成簡政便民成效，值
得佳許。 

18. 針對興蘭海運無遇警停航之消費者爭議
案，主動成立專案小組協商船方退還旅客費
用，為消費把關、爭取權益，值得肯定。 

19. 結合員工集體思維與資訊業者共同研議修
改商港服務費資訊系統程式，減少系統誤
判，大幅降低商港服務費申訴案件，有效減
少航商及本局人員處理申訴案件人力。 

20. 能依民眾需求，檢討服務項目內部簡化流
程，減少行政程序，提升服務精進作為。 

21. 民眾對服務評價滿意度高，包含洽公環境、
服務禮儀、服務專業性及服務措施等。 

22. 運用機關服務流程整合，減少錯誤率，降低
商港服務費申訴案件。 

23. 簡報論述符合為民服務核心業務，簡單扼
要。 

10. 互助載客意向書機制能夠納入開放創
新的一項說明，以爭取分數。 

11. 補助布袋 VTS 簡報，建議能加入些畫
面及提升民眾航行安全的效益。 

12. 簡報第 5 頁旅客民眾也是服務對象，
建議納入；簡報第 6 頁：服務特色除
強調｢量多｣以外，建議同時強調｢質｣
的維持與提升；簡報第 13 頁建議補充
說明各航線航行次數、抽查率，讓考
核委員有比較的基準；簡報第 16 頁短
片的使用要注意是否會有負面的效
果；簡報第 17 頁內容提到成立｢嘉義
縣｣海事聯絡平台，委員可能會聯想到
轄區其他縣市是否有類似平台群組；
另本頁說明船公司製作緊急事故旅客
服務編組表，本局有無製作編組表？
以上 2 點應預為準備回應內容。 

13. 簡報第 24 頁可以用｢移峰填谷｣部內
慣用語說明本頁內容，用共同的語言
爭取交通部委員認同本局在此部分的
努力；簡報第 26 頁可否將資料的時間
軸拉長，例如 103、104、105 年度是
否每月也都是 60-100 件，則透過改善
措施後大幅下降並明顯改善；簡報第
28 頁：效益部分建議提供總量數，讓
考核委員有比較的基準。 

14. 簡報第 40 頁跨機關整合服務對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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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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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言是很有感的，應強調此部分本局
所作的協調努力過程及帶給民眾的便
利；簡報第 41 頁建議除了強調電話禮
貌外，再加上員工專業服務，提供民
眾優質完整的服務。 

15. 1 樓大廳建議明顯位置處提供各樓層
服務資訊的看板；服務櫃台是否提供
老花眼鏡，可再思考；廁所標誌牌面
不夠明顯；簡報影片(船員身分點名、
航行點檢表)過程內容是否適當，可再
思考。 

16. 3 樓商港服務費繳納櫃台分國內、國
際及船舶旅客 3 個櫃台，能否互相支
援，應預為準備回應內容；建議可以
在各樓層的流程圖適當位置處加 QR 
code 讓民眾掃描，資訊帶著走。 

17. 南航代表局參加第 2 屆政府服務獎，
建議依「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個別構面之各項評核重點準備相關資
料，相關量化比率及持續檢討情形都
應完整呈現，精進改進之具體效益亦
須加強說明。 

18. 中航代表局參加第 1 屆政府服務獎，
並獲得行政院肯定，建議參考中航相
關資料，如網頁-增加船員業務(船員
專業報名訓練平台、智慧型服務平台
等)、港政業務(商港服務費收費、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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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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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申訴作業皆有連結線上申辦)，相
關簡報及資料亦建議全面檢視。 

19. 整體考核時間也是評分項目之一，應
掌握時效，建議減少科室介紹，主要
說明為民服務窗口及相關內容。各業
務解說亦避免與服務執行績效簡報重
複。 

20. 興蘭海運消費爭議、疏運及航班分散
皆是提升旅運品質之作為，故簡報 p5
旅客應列為重要服務對象。 

21. 簡報第 6 頁標題為服務特色，惟商服
費收取最多、海技業務最多等項目，
似乎無法呈現服務特色，建議可將自
由貿易港區跨機關受委託業務、跨機
關電子資料交換等作為服務特色。 

22. 簡報第 17 頁本局委託港務公司辦理
「布袋商港之船舶交通管理系統建
置」，而非補助，請更正。 

23. 簡報第 20 頁貨櫃集散站經營業防颱
防汛宣導，針對 4/11-5/2 進行實地勘
查應列為作為而非效益。 

24. 服務績效部分建議參考院頒「政府服
務躍升方案」具體措施及評獎類別評
審標準，就個別評核構面說明年度內
執行成果與服務續效，並強調精進改
善之具體效益。 

25. 「簡化客船超載及時強制禁止航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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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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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係運用資訊科技簡化行政程
序，屬服務量能構面及開放創新構面
之績效，建議朝上開構面強調具體效
益，並補充通知安檢人員後之追蹤回
報機制及流程。 

26. 洽公民眾滿意度調查部分，建議運用
多元管道進行滿意度調查並加長調查
時間，以有效瞭解民眾對服務的評價
及意見，並針對不滿意原因進行分析
及研議檢討改善作為。另建請補充說
明民眾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調查分析
及檢討改善情形。 

27. 大門入口之無障礙坡道為人車(機車)
共同使用，為維護洽公民眾安全，建
議改為人車分道或洽詢無障礙協會等
專家意見瞭解有無其他改善之方式。 

28. 大門入口之無障礙坡道為人車
(機車)共同使用，為維護洽公民
眾安全，建議改為人車分道或洽
詢無障礙協會等專家意見瞭解有
無其他改善之方式。 

29. 建議就哺乳室之使用建立管理機制，
並訂定借用流程及使用須知等規範供
民眾遵守，以維護哺乳室之各項設備
及環境安全，提供民眾永續之優質服
務。 

30. 建議服務的表現上更熱情、更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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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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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更有精神及笑容，介紹過程中，
其他參與同仁也應投入、專心參與，
不宜聊天交談。將來參加政府服務獎
實地評核時，主管可帶頭說明及介
紹，打造機關重視為民服務的形象。 

31. 簡報資料建議應先分析南航的服務對
象，了解核心服務客群的需求，且簡
報資料儘量以量化及比較的方式呈
現。 

32. 現場介紹建議尋找業務亮點，說明時
應更有系統及組織（可做詳細時間分
配表），儘量讓考核委員了解南航實際
業務執行狀況，及業務的特殊性，時
間必須精準掌控。 

33. 哺乳室沙發建議加靠枕。 
34. 滿意度調查的重點在於如何精進及改

善，建議再補充相關資料。 
35. 簡報內容呈現績效，應有相對應之成

效以為比對，才能顯現具體成效。 
36. 簡報內容中應就滿意度問卷調查中滿

意度較低項目或反映意見，分析、比
對並研提改進意見，以充實內容。 

37. 服務現場(服務櫃檯)介紹，雖各項服
務設備設計新穎、生動、活潑，惟各
樓層同質性高，建議可另安排於碼
頭、通關現場或客船上作現況導覽，
較有可看性。 



第 8 頁，共 12 頁 

 

交通部航港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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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有關評核構面需清楚表達，委員方能

就構面予以評分。 
39. 簡報第 6 頁中服務特色，須與核心重

要業務結合，以加深委員印象；簡報
第 38~40 頁中提及申辦業務除說明項
目外，仍要績效數據做為佐證資料。 

40. 簡報 42 頁創新提案請加強民眾參與
論述及呈現服務績效數據；簡報 43
頁有關外部滿意度達 90%以上，改進
措施可說明對國際港口排名提升有否
助益，而內部滿意度僅 66%，就員工
士氣、工作分配及升遷管適度調整，
並呈現有關滿意度度改進措施辦理情
形。 

41. 動線安排要一致姓，加強流暢度；各
樓層基礎設施不用重複，可就民眾申
辦業務安排同仁實際操作，並請委員
操作感受服務貼心。 

2 
東部 

航務中心 

優點： 
1. 整體接待細心有創意，提出舉牌指引讓考核

委員清楚瞭解狀況。 
2. 簡報內容架構明確，能夠針對整體服務類評

審標準評分所規定之要求呈現內容，加深考
核委員印象。 

3. 整體環境空間整潔明亮、前後門設置服務鈴
方便服務行動不便民眾洽公。 

4. 1 樓電視上方電線用創意予以美化，愛心眼

建議改進事項： 
1. 簡報內容如有具體數據，應儘量以數

據量化方式呈現。 
2. 海運無障礙友善環境是本局為民服務

改善之重點，此項業務結果呈現要讓
考核委員有感。 

3. 簡報呈現的內容應是對民眾滿意度，
而非是以內部員工為主，建議強化簡
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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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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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的設置也很具巧思。 

5. 哺乳室空間寬敞，功能功能完善。 
6. 舉辦教育訓練及鼓勵同仁考專業證照等，以

提升服務人員專業度值得肯定。 
7. MTNet 預約檢丈比例達 87.5%，值得肯定。 
8. 改善禮堂及辦公環境，提供同仁、洽公民眾

或業者開會時之舒適空間。 
9. 結合漁具行及釣友會相關網路社團張貼港

區禁止垂釣宣導海報，以減低民眾釣魚裁罰
案件，展現創意，殊堪嘉許。 

10. 同仁很年輕，很有創意，注重小細節。 
11. 在環境佈置上具有創意性又溫馨感。 
12. 辦公服務環境整潔清爽、標示清楚。 
13. 簡報及介紹人員口條清楚。 
14. 整理出來之資料具初步規模。 
15. 依評核構面，隨時調整服務項目內部簡化流

程，減少行政程序，提升為民服務績效。 
16. 員工內部對服務評價滿意度高，包含洽公環

境、服務禮儀、服務專業性及服務措施等。 
17. 簡報內容豐富，各項績效及評核構面符合政

府為民服務品質精神。 

4. 現場作業考核在講解愛心鈴時，建議
可以擬真到無障礙坡道按愛心鈴。 

5. 中 午 用 餐 時 間 建 議 可 以 撥 放
Caledonia Sky 的錄影畫面，也是一種
為民服務，另用餐時間建議可以撥放
輕音樂。 

6. 簡報部分，背景圖片不必要的文字會
影響閱讀簡報內容，請再檢視；第 7
頁：辦理期限 5-7 天或 3-5 天，既是
規範期限建議明定一個日期為宜；第
8 頁：建議可把要求電話禮貌加進
去，配合員工專業服務，提供民眾優
質完整的服務；第 9 頁：專業度訓練
有商港法讀書會，建議也可陸續辦理
其他法令的讀書會，提高同仁對法規
的認知；第 36 頁：陪同｢採｣線團現
勘，應為｢踩｣，請修正。 

7. 綠美化植栽可再加強，讓同仁及洽公
民眾有舒適的感受。 

8. 書寫台應提供紙筆，方便民眾使用。 
9. 哺乳室登記簿應放置門外，便於了解

使用狀況及管理。 
10. 書面資料部分有關為民服務項目內容

文字，對｢及時｣與｢即時｣似有混淆，
建議再檢視文件內容正確性；有關提
供民眾即時航班資訊部分，業務單位
現正與各航務中心研商規劃一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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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目前就臨時性的航班異動資
訊，似無法於網路上立刻變更航班時
刻表，雖然現場有處理訂票民眾的急
迫性，但也要想到如何服務尚未出門
的旅客，避免民眾白跑一趟，各中心
和業務組可以共同來思考這個問題。 

11. 建議吉林路至港口路口間增設標示牌
面，讓洽公民眾能立即找到航務中心。 

12. 東航明(108)年將代表局參加政府服
務獎，建議依「政府服務獎」評獎實
施計畫個別構面之各項評核重點準備
相關資料，相關量化比率及持續檢討
情形都應完整呈現，精進改進之具體
效益亦須加強說明。 

13. 評核重點包含網頁連接之正確，建議
全面檢視；目前僅提供電話讓民眾查
詢案件進度，建議可再思考提供民眾
更多元查詢管道。 

14. 本局業務內容多為專業(如檢丈)，建
議簡報時以圖片或簡易文字，讓委員
於短時間了解業務內容及服務項目。 

15. 簡報說明陳情案件時，建議簡要且提
供書面資料。 

16. 業務簡報時，建議可先說明問題點或
遭遇的困難，之後再說明解決過程，
讓委員了解全貌及本局所作的努力。
(如 Caledonia Sky 郵輪到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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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簡報內容「開放創新」部分，建請依

評審標準評分說明，依個別屬性納入
其他評核構面中撰寫，不需另闢專節。 

18. 簡報第 30 頁民眾意見回應與改善部
分，所提樣本數少或未呈現實際執行
成效，說服力不足。 

19. 作業流程系統簡化報告資料較為空
泛，無法呈現具體成效。 

20. 東航在花蓮，理應具有花東的地方特
色，建議東航尋找在地特色，以地方
特色出發，分析服務對象與需求，了
解核心服務客群，考核委員才能了解
中心業務的特殊性，相關服務才能更
符合民眾的需求。 

21. 表現上建議更熱情、更有自信、更有
精神及笑容。 

22. 簡報時間要精準掌握，資料建議儘量
以量化及比較的方式呈現，儘量和過
去年度做對照比較表，才能清楚了解
業務進步及精進狀況。 

23. 現場介紹建議尋找業務亮點，說明時
應更具系統及組織性，儘量讓考核委
員了解實際業務執行創況，若只介紹
辦公環境無法凸顯和其他機關的不
同，需特別說明業務特色，不然容易
變成流水帳介紹。 

24. 滿意度調查的重點在於如何精進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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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改善作為是否符合真的需求，建
議再補充相關資料。 

25. 建議檢查每個構面的相關資料是否缺
漏。 

26. 簡報第 30 頁民眾意見回應與改善部
分，所提樣本數少或未呈現實際執行
成效，說服力不足。 

27. 作業流程系統簡化報告資料較為空
泛，無法呈現具體成效。 

28. 簡報內容以呈現為民服務績效為目
標，非僅陳述民眾洽辦辦理業務。 

29. 有關服務評價方面，缺少民眾滿意度
調查資料。 

30. 建議為民服務強調核心業務敘述如與
觀光結合，強調在地化服務優勢 

31. 簡報內容要更活潑，儘量以圖表呈
現，減少文字表達。 

32. 訪視現場有關辦公室設施介紹，以洽
公民眾申辦業務為主；訪視現場需與
簡報核心業務結合，強調貼心服務；
創新業務需有民眾參與說明及滿意度
問卷結果，作為服務改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