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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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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272.5 179 174.5 81.5 887.5 107年 7月 

2 中部 

航務中心 
186  281.5 180.75 179.5  87.25 915  107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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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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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內容豐富，完整呈現單位服務特色；簡
報人員口齒清晰，清楚傳達簡報內容並強調
單位的優勢，諸如預審制度、設立專業經理
人及線上申辦業務等，均能有效強化基礎服
務內容達到服務遞送的目標。 

2. 電話禮貌能自我要求並每 2周自評，成效良
好，有效達成服務行為的友善性。 

3. 綠美化植栽讓民眾有舒適的感受，特別是男
廁的枯木蘭花，很有特色。 

4. 歷史建物設施變動不易，聯合服務中心(二)
洽公櫃台高度較高，能利用高腳椅方便民眾
洽詢，符合合宜服務環境要求。 

5. 簡報內容包含服務概況、核心及創意服務、
績效亦予以量化，並依評分構面分類，讓委
員可清楚了解。 

6. 歷史建物仍保持的很好有發揮創意，包括老
花眼鏡架，現場申請總表，橫式排列貼標籤
清楚，同仁發揮創意及用心，值得肯定。 

7. 民眾申辦案件皆能於時限內完成。 
8. 電話禮貌有自我要求並做 QA 及接聽流程
圖，一再精進值得嘉許。 

9. 聯合服務中心空間佈置上發揮很多創意和
巧思，尤其服務櫃臺將所有申請項目需要填
寫的資料列表編號，讓申請人可以清楚了解
填列表格項目。並發揮創意，結合本局特色
佈置老花眼鏡。 

建議改進事項： 
1. 單獨呈現辦理件數而沒有前後年度比
較等趨勢化分析，對聆聽者比較無
感，應在強調全部案件依限辦結，至
於件數部分可以在簡報第 20 頁一併
說明。 

2. 簡報第 29 頁，假日考照仍有 1 成不
滿意，建議進一步了解分析原因，精
進後續相關作為。 

3. 簡報第 30頁，北航處理案件的量能龐
大及樣態繁多，建議在處理特殊案件
結案後還能對其他單位進行經驗分
享，提高全局整體服務量能。 

4. 聯合服務中心(一)的表單多達二十多
種，雖然有列印表單目錄，但僅為 A4
尺寸，可思考放大並懸掛於牆面。 

5. 聯合服務中心(二)供民眾查閱資訊的
觸控電腦沒有作用，建議洽公時段應
隨時保持可使用狀態。 

6. 本局業務較專精，建議可舉例說明讓
委員較有感之為民服務項目，如為航
行安全所做的客船相關檢查，包括救
身衣放置位置、數量及火警水霧系統
是否正常等。 

7. 馬祖天候不良時海運之疏運，屬航務
中心很重要的為民服務項目，建議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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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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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簡報用心，相關分類緊扣得分關鍵，分類清
楚。 

11. 在服務方面很用心，自行建立屬於北部航務
中心的電話禮貌測試，還有題庫，在滿意度
調查方面，也對內做了內部員工和對外的臨
櫃申辦民眾滿意度調查，分析資料也很完
備。 

12. B2服務遞送增加「安全守護」屬於北航的特
色，很具優勢。 

13. B3 服務可近性-建立專案經理人，建立服務
主要業者的單一服務窗口，發揮主動服務專
業精神。 

14. 簡報及現場解說流暢清晰、條理分明且時間
掌握精確。 

15. 聯合服務中心提供單一窗口一站式服務，以
及互動式螢幕供民眾洽公查詢，有助提升服
務之便捷度。 

16. 辦公空間雖受限於歷史建築無法大幅變
動，卻能利用植裁及兒童畫作佈置環境，提
供民眾友善舒適之洽公環境，有助提升機關
形象。 

17. 簡報人員張視察，簡報過程極為沉穩，口齒
清晰用詞遣字極為恰當，尤其簡報使用時間
自 10:30-10:50剛好 20分鐘，有效掌控實為
難得。 

18. 自貿業務採專業經理人的一條龍服務，讓業
者申請案件時，清楚該向何人提出，亦可讓

8. 北航辦公室屬歷史古蹟，建議可設置
簡單標示牌面，讓一般民眾有機會親
近跟了解歷史建物。 

9. 為行銷基隆燈塔，建議可於路口設置
標示牌面。 

10. 建議依基礎服務評核重點中，統計資
料-申報業務總數、目前完成的比例及
持續檢討情形完整呈現。 

11. 公文時效統計表之辦結比例與代辦公
文比例有誤，請更正。 

12. 如商服費已可線上申請，建議於網頁
做相關連結。 

13. A2-3 資訊公開透明-第一個放服務品
質獎會議紀錄-建議以螢光標示重點。 

14. B1-2-2 多元管道查詢及預審-月報檢
查為全局資料，可從中找出屬於北航
的部分。 

15. B2-3-2主動通知案例資料呈現轉正。 
16. B4-3海難事件應變處理經驗彙編比較
適合放在 B3安全守護。 

17. C2-1建議標題加上創新的文字，比較
和一般常態運作機制不會混淆。 

18. D2-1成果公文 pdf檔後會單位尚未蓋
章。 

19. 服務理念及願景、執行業務的信念-
「一步登天 多管齊下」中一步登天，
可能想表達北航的服務是一步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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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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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人充分掌握業者之營運狀況，是很好的
操作機制。 

19. 中午值班補休作業方式之改善，以半小時為
計算單位，使同仁加多少班自動登錄系統並
補多少休且擴及全局確為創造多贏的作法。 

20. 公司變更登記備查流程簡化，除了省去業者
時間與金錢上的成本外，更可有效提升作業
效率，是很好的作法。 

21. 簡報內容豐富。 
22. 公佈欄標示利用貝殼等海洋生物做成很有
創意。 

23. 各項業務承辦內容導引標示很明確，有利民
眾洽公。 

 

意思，但這個詞帶有負面的意思，建
議再斟酌。 

20. 部分服務績效僅說明業務項目及作
法，無執行成果說明，建議以量化數
據或質化資料論述服務產生的影響與
改變，並強調精進改善之具體效益。 

21. 服務評價構面敘明意見蒐集機制有多
元管道，建議就廣納意見後之各項意
見回應處理機制、處理情形及檢討改
善情形再予補充。 

22. 「公司變更登記備查流程簡化」可減
少不必要之證明文件，有效提升行政
效率並達便民之服務，建議未來可運
用跨機關電子查驗，取代要求民眾檢
附紙本佐證資料，以提升服務便捷度。 

23. 海港大樓現被基隆市政府列為歷史建
築、文化資產雖已年久，本該改建但
礙於法規無法處理，屋雖老舊但似更
應該強調內部空間的明亮與整潔，例
如走道上端線路如予以整齊化，會讓
人有另一層面的觀感。 

24. 書面資料目錄記載內容與所附內容不
一致。 

25. 書面資料缺漏專案之創新性資料。 
26. 洽公停車位建議增列指示牌。 
27. 放置航政監理申請書表單儲放格之木
櫃逾 2 公尺，恐造成取用之時間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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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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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建議考量是否再予簡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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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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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書面資料中創新性構面部分，所提內
容有關離島地區緊急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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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開放參與
部分，似乎與開放創新無關。 

 

2 
中部 
航務中心 

優點： 
1. 中航簡報結構依照本局為民服務不定期考
核項目及評分表之內容架構呈現，書面資料
架構及標題清楚，按照評核構面、評核重點
及重點項目，架構清楚，可以使評分委員清
楚了解為民服務業務內容，可供本局其他中
心參考借鏡，爭取更好的成績。 

2. 現場導覽人員及各科說明人員在中心主
任、副主任及各級長官的帶領之下，說明十
分淺顯易懂。 

3. 運用大量 QR Code的方式與行動裝置結合，
現場測試對中心服務之滿意度調查，導覽十
分活潑，問卷內容設計及長度也十分適當。 

4. 簡報內容清楚展現航務中心服務內容及特
色，服務項目均能有效強化基礎服務內容達

建議改進事項： 
1. 簡報第 9頁，申辦流程圖建議更換成
與民眾申辦業務有關之流程圖，目前
簡報之流程圖為 MTNet 應用系統功
能新增之內容。 

2. 簡報第 29-31 頁，建議以圖形（例如
折線圖或長條圖）呈現，以對業務的
成長趨勢產生直覺式的視覺效果。 

3. 簡報第 43頁，有效樣本數的計算期間
建議可以拉長，以降低少數不滿意值
的影響效果。 

4. 簡報第 56頁，未來海上風機是國家發
展重點，建議內容可以將局本部及中
心的努力成果一起呈現出來，以爭取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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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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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服務遞送的目標。 

5. 服務考評的電腦界面首頁有亮點，操作方式
清楚，明顯和其他航務中心不同，即使和其
他機關相比也不遑多讓。 

6. 綠美化植栽營造中航舒適環境，讓民眾卸除
公家機關刻板印象，符合合宜服務環境要
求；植栽的 QR Code 讓民眾可進一步了解植
物內容，很方便。 

7. 基礎服務件數半年達 34 萬件，其中及大佔
比是商港服務費業務，中航利用線上自動通
知提醒民眾繳款，避免民眾逾期受罰，達到
服務民眾的目的。 

8. 基礎服務的網站使用便利性部分，提供全
文、分類、熱門及進階等搜索方式，在鼓勵
民眾多用網路少用馬路的政策下，也是中航
及本局的優質服務。 

9. 簡報重點跟時間掌握，同仁也很熱情跟用
心，且代表局入選行政院政府服務獎，很值
得嘉許。 

10. 簡報架構清楚，數字量化，業務內容跟服務
對象透過簡報清楚表達。較專業之專業，也
透過影片及現場簡要說明，讓委員短時間可
瞭解局的業務。 

11. 主要民眾申辦業務皆訂有標準作業流程，申
辦案件中皆在處理時限內完成。 

12. 回應式網頁設計(支援多種瀏覽裝置)，航務
中心專屬頁面、分眾瀏覽及使用者導向。 

5. 各科服務的單一窗口建議能將申辦流
程能夠呈現說明，以利申請者了解相
關申辦資訊及時間。 

6. 部分業務如涉及外國人申請的可能
性，建議可以雙語以英語呈現相關說
明。 

7. 簡報第 11頁，自由貿易港區法令講習
0 人次參加，容易讓考評委員有誤
解，應補充說明服務人員均已受訓完
成或取得相關講習資格等。 

8. 簡報第 20頁，基礎服務之電話禮貌測
試部分，成績較北航稍差，建議可參
採北航自行製作 QA 及流程等教戰手
冊或自評，精進相關作為。 

9. 簡報第 28頁，處理線上申辦業務案件
的量能逐漸增加，建議在處理網路申
辦案件後，讓線上申辦業務的民眾有
反映意見的管道，例如將問卷的 QR 
Code 碼在申辦完畢後跳出或直接連
接問卷網頁，民眾即可填寫。 

10. 航務中心的表單多達二十多種，雖然
有列印表單目錄，建議可思考對照相
對擺放位置懸掛於牆面，民眾不必低
頭尋找所需要的表單。 

11. 釣魚裁罰件數多，除了透過電子化減
少作業，建議可加強宣導，以減少民
眾被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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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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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以使用者角度，提出創新，包括船舶檢查自
動化、滿意度調查以手機問卷，讓民眾更真
實反應以精進業務。 

14. 聯合服務中心空間佈置上發揮很多創意和
巧思，尤其服務櫃臺的設置，充分考量各類
服務對象的需求。 

15. 簡報用心，易讀易懂、分類清楚。 
16. 很有創意創新的想法，運用同意資訊專才，
例如：手機輕鬆填滿意度調查問卷、QR Code
認識植物、船舶檢查通知服務自動化等。 

17. 在服務方面很用心，以設身處地、將心比心
的態度，簡化申請流程、主動通知的方式，
服務民眾，很令人感動。 

18. 整體來說，可以明顯感受中航很有心，真心
想做好為民服務的工作，有很明確而且延續
性的理想和願景。 

19. 服務績效除以量化數據呈現外，亦以質化資
料論述服務產生的影響與改變，強調服務提
供之具體效益，值得肯定。 

20. 自行設計及建置 QR Code 供洽公民眾掃瞄
線上填寫滿意度問卷調查，並設置植物標示
牌供民眾掃瞄認識植物，均為開放創新之優
質服務，有助提升機關形象。 

21. 提供單一窗口服務，並將各項申請表單標示
編號，製作填表範例，整齊清楚，可達便民
效果。 

22. 服務評價部分能善用各類意見調查工具與

12. 本局業務較專精，有關自由貿易港區
業務，建議以更簡單方式與委員說
明，讓委員可了解本局相關業務及為
民服務事項。 

13. 中航在表達上太客氣，其實中航做了
很多為民服務工作，可以儘量表現出
來。 

14. 簡報 11 頁，提升服務人員專業度部
分，建議增加比較數據及取得專業技
能的困難度，才能令委員有感。 

15. 建議各式標示牌指示方向應隨時檢視
箭頭有沒有偏移。 

16. 開放創新構面建議依實際運用情形於
個別評核構面中撰寫，毋須另闢專節
撰寫；另服務量能構面內容較少，建
議可將「船舶檢查通知服務自動化」
項目之成效列入。 

17. 使用 QR Code供民眾掃瞄認識植物部
分，除植栽簡介外，建議可加入植栽
專屬特有的小故事，更能引起民眾興
趣，並有助於提升機關形象。 

18. 釣魚裁罰之案件似乎多了些，建議可
否以源頭管理之方式讓案件減少，例
如在不能釣魚之區域立標識牌或以
QR Code之方式連結那些區域禁止釣
魚或那些區域可以釣魚。 

19. 簡報中所提之服務項目內容建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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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瞭解民眾對服務的評價及意見，並說
明民眾意見回應處理機制及改善情形。 

23. 辦公室入口指示牌甚為清楚，一目瞭然；不
致造成誤駛之情形。 

24. 金門船擱淺處理流程極為明確，且在短時間
完成更加確保人民生命及財產之安全。 

25. 民眾意見回應處理機制流程極順暢，細節亦
均兼顧可有效降低單位之困擾。 

26. 民眾意見處理情形中顯示之件數甚少，代表
單位有一定的服務品質。 

27. 利用資訊功能強化船舶檢查通知程序，有效
提昇作業效率。 

28. 中航之為民服務能夠代表交通部入圍參加
行政院之競賽相關當不簡單，絕對值得其他
航務中心標竿學習。 

29. 簡報內容豐富適切，簡報時間也掌控的很
好，另各業管科對各自業務介紹亦相當流
暢，相當難能可貴。 

30. 簡報中所提動力小船考照考官之經驗分
享，不但可以增加經驗分享亦可消弭不必要
之爭議，值得其他航務機關之學習。 

31. 簡報中所提網站服務項目分類詳盡讓使用
者一目了然，可以做為其他航務中心之參
考。 

32. 以「手機輕鬆填」填寫問卷之方式及「使用
QR Code」認識植物之方式，非常具有創新，
值得其他航務中心學習。 

再細分，例如:小三通、工業港、日月
潭、國內商港，以資具體明確及業務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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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關「推動船舶安全營運與防止污染管理制
度(NSM)」案，已有 4 家業者及 4 艘船舶符
合規定，效率相當高，值得其他航務中心之
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