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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服務躍升執行成果報告 

陳報機關：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資料時間：106年 1月至 12月 

一、基礎服務 

(一)服務一致及正確 

1. 申辦業務標準作業流程訂定情形 

（1） 本分署於機關各樓層、為民服務中心均製作大型壓克力看板，

明顯張貼列明各移送機關移送案件處理流程圖、聲明異議處理

流程圖、民眾申訴或陳情案件處理流程圖、義務人繳款流程圖

等，供民眾瞭解各項作業流程。另於機關網站上亦有公告上揭

執行案件處理作業流程及圖示說明，以利民眾於洽公前先行查

詢了解相關流程。 

2. 服務及時性 

（1） 本分署設有為民服務中心，為民眾提供單一窗口的全功能服務，

民眾至本分署即先由1樓駐衛警察主動了解洽公民眾欲辦理之

業務項目，並依其所需引導至 5樓為民服務中心，提供簡易之

諮詢服務，或協助引導至移送機關代理人辦公室辦理繳款事宜，

或直接引導至執行股辦理其他行政執行相關業務，以滿足洽公

民眾之需求，增加民眾之及時、便利性並節省民眾洽公時間。 

（2） 針對「臨櫃辦理」案件，採專人處理、隨到隨辦之方式，視案

件複雜程度，辦理時間約 10至 30分鐘，對於及時服務民眾甚

具效益。 

（3） 本分署 106 年度 1 至 12 月問卷調查，針對「行政效率」採 6

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項供民眾填答滿意程度，調查方式為隨機

抽樣至本分署洽公之民眾，採書面及無記名方式填答，總計發

送問卷 180 份、回收 180 份，回收率 100%，有效樣本數 178

份，有效問卷率 99%。受訪民眾對於機關人員「行政效率」之

服務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意」、「可接受」)達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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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84.3%，顯見民眾對於本分

署人員申辦案件之處理效率成效優良。 

3. 服務人員專業度 

（1） 處理民眾或政府機關詢答作業：查詢方式以書面、電子郵件及

傳真等，或口頭(如現場詢問或電話詢問)方式，依其性質由各

業務承辦單位專責辦理，如係陳情案件，即依行政院暨所屬各

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分由本分署政風室、秘書室依規定

辦理，並加強彙整、列管追蹤陳情案件相關統計資料及作業情

形，定期綜合檢討分析，作為改進之參考。 

（2） 本分署 106 年度 1 至 12 月問卷調查，針對「解答諮詢及專業

能力」採 6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項供民眾填答滿意程度，調查

方式為隨機抽樣至本分署洽公之民眾，採書面及無記名方式填

答，總計發送問卷 180份、回收 180份，回收率 100%，有效樣

本數 178 份，有效問卷率 99%。受訪民眾對於機關「解答諮詢

及專業能力」之服務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意」、「可接

受」)達 97.8%；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87%。 

 (二)服務友善 

1.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1） 本分署場所提供櫃台、座椅、電梯、愛心鈴、盥洗室、哺(集)

乳室、申辦書表和填寫範例等核心設施，及服務檯、書寫台、

飲水機、影印機、諮商詢問室及宣導資料與文具用品等一般設

施，由輪值服務同仁管理，另聘有清潔人員負責每日清潔整理，

各主管並採取走動管理方式，輪值巡查辦公處所各設施及民眾

使用情形，106年 1月至 12月輪值主管達 52人次，務求維持

設施最佳狀態。又為使到本分署洽辦公務之民眾了解本分署交

通狀況，除於網站公布本分署交通資訊外，於本分署 1樓分別

製作交通路網圖、捷運路網圖(函向台北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取

得公告授權)、公車路線圖(依據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公告資訊)，



 

3 

提供到場民眾完整之交通資訊。本分署將賡續加強推動機關環

境對民眾之友善程度，增加民眾洽公之便利性、服務之友善性，

以爭取多數民眾支持。 

（2） 針對身心障礙人士，於入口處設置愛心鈴，1樓增設愛心輪椅，

為民服務中心設置殘障廁所，針對特殊需求者完善設施之合宜

程度。 

（3） 本分署於辦公廳舍各樓層建立電子看版，以影片、圖片、海報

方式播送，由秘書室系統撥放各項業務辦理流程及宣導資料，

播放內容以影音等影像播送，增加視聽接受度。 

2.網站使用便利性 

（1） 機關網站之檢索提供全文檢索並提供輸入關鍵字檢索功能、一

般檢索係依首頁分類聯結檢索，另經由網站地圖亦可進行檢索

服務作業功能。 

（2） 為提升民眾使用機關提供線上服務，除於網站首頁正中明顯位

置設為超商繳款查詢專區，並將拍賣公告及獎勵檢舉公告置於

其下方明顯處，便利民眾使用。另張貼超商繳款宣傳海報於機

關公告欄，並於辦理執行業務宣導作業時提供一般民眾參考，

以提升民眾對線上服務之認知與使用。 

（3） 機關網站增加社群資訊聯結，方便民眾加入本分署 Facebook

粉絲專頁、Line@生活圈及 YouTube頻道專頁，民眾更可透過

社群管道之聯結，收受本分署第一手訊息，包含新聞、拍賣等

資訊，民眾均可即時性收到本分署發送之各項訊息。 

（4） 機關電子表單目前提供閱卷申請等表單下載，動產、不動產拍

賣公告及執行案件欠款查詢作業，另配合積極推動民眾線上繳

款作業，經由自然人憑證之驗證將可網路繳款。 

（5） 機關網站管理機制：由各科室主管組成網頁推動小組，負責網

頁管理及推動作業。各科室公告網站之資訊需填報上稿申請單，

並由網頁管理人進行查核，以維資訊內容之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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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維持資訊內容正確性：刪除過期資訊及應更新資料之按期辦理，

如行政執行統計資料逐月更新，常見問題配合法令修改予以刪

修等。 

（7） 機關網站資訊內容更新訊息及正確性檢測：本分署均依網頁維

護週期表維護組室應隨時更新訊息，106年 1月至 12月均按月

由網頁管理人進行網站正確性查核，查核結果會辦各科室知曉

並陳報機關首長。 

3.服務行為的友善性 

（1） 執行態度考核：為提高服務效能，機關成立執行態度考核小組，

由秘書室主任、人事室主任、政風室主任擔任小組成員，按月

針對執行同仁辦理考核作業，將執行態度考核分數排序列表，

公告於辦公處所；考核分數當月排名居首位者，並公布於機關

網站榮譽榜，每 6個月排名居首位累計次數最高者，得記嘉獎

1次，以資鼓勵。 

（2） 本分署 106 年度 1至 12月份電話禮貌測試合計測試 48人次，

平均 93.77分；行政執行署測試 36人次，平均 92分，顯見本

分署推行電話禮貌成效優良。 

4.服務資訊透明度 

(1)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主動公開相關資訊於網站項目：

行政執行法規、函釋與裁量基準、組織職掌與聯絡方式、行政

指導文書、施政計畫業務統計與研究報告、預算書及決算書、

請願及訴願、採購契約、支付或接受之補助共 9項。 

(2) 機關網站公開重要資訊情形：106 年 1 月至 12 月公開 106 年

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為民服務不定期考評、電子公布欄

訊息、為民服務態度榮譽榜、預算書及決算書、常見問題、廉

政小品、安全常識，行政執行統計新收案件、終結案件、徵起

金額等資料。另為使民眾瞭解本分署活動情形，本分署將每月

舉辦之各式活動，以生活剪影方式呈現。另針對社會矚目案件



 

5 

或重要拍賣標的等重要訊息，除利用網站「拍賣公告」公告外，

並適時發新聞稿，將各類重要訊息公開。 

(3) 本分署於機關各樓層均有大型壓克力看板，明顯張貼列明各移

送機關移送案件處理流程圖、聲明異議處理流程圖、民眾抱怨

及申訴(或陳情案件)處理流程圖、義務人繳款流程圖等，供民

眾瞭解各項作業流程。另於機關網站上亦有公告上揭流程，以

利民眾於洽公前先行查詢了解相關流程。 

(4) 積極推動簡化各項申請書表，並於機關網站「為民服務」項下

設置民眾申請表單下載服務，提供執行事件委任書等各項表格，

便利民眾下載使用；於機關各樓層服務檯亦提供委任書、閱卷

申請書等各項表單，並有專人服務講解，協助填載。 

(5) 機關提供案件承辦作業資訊種類：於機關網站設有「繳款資料

查詢」、「動產及不動產拍賣公告」與「獎勵檢舉公告」；「動產

及不動產拍賣公告」與「獎勵檢舉公告」並公告於機關公布欄，

以利洽公民眾查閱。 

(6) 機關網站資訊連結數及正確性檢測：由網頁管理人每月不定期

進行網站中英文網頁正確性查核，106年 1月至 12月計 12次，

有應改進事項送請維護科室改善辦理，紀錄表每月送網頁推動

小組召集人及機關首長核閱。另，本分署值班人員每日均須檢

視網站中英文網頁是否有異常現象，並將檢視情形登載於值班

紀錄簿，每日陳閱分署長。 

(7) 機關提供多元化之案件查詢管道，民眾除親自到分署查詢外，

並得以書面、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方式辦理。 

二、服務遞送 

(一)服務便捷 

1. 為提供民眾最便捷、最快速的即時服務，本分署設有為民服務中 

    心，為民眾提供單一窗口的全功能服務。民眾至本分署即先由 1樓 

    駐衛警察主動了解洽公民眾欲辦理之業務項目，並依其所需引導至 



 

6 

    5樓為民服務中心，提供簡易之諮詢服務，或協助引導至移送機關 

    代理人辦公室辦理繳款事宜，或直接引導至執行股辦理其他行政執 

    行相關業務，以滿足洽公民眾之需求，增加民眾之便利性並節省民 

    眾洽公時間。 

2. 為簡化執行流程，提升便民服務，本分署寄發傳繳通知時，均明載 

    各移送機關之繳款方式及帳號，方便民眾繳款，另為減少辦理案件 

    之作業流程，申辦案件如有查核必要，由機關於權限內本於職權主 

    動查核，無需民眾提供戶籍謄本，並提高民眾之便利性。 

3. 為簡化義務人繳款流程，義務人可持本分署寄發印有條碼之傳繳通 

    知書，金額未滿 2萬元之 16種財稅項目(綜合所得稅、營業稅 

    法、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契稅、印花稅、娛樂稅、使用 

    牌照稅、營利事業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貨物稅、期貨交易稅、 

    証券交易稅、煙酒稅)、全民健保費、汽車燃料費及違費而移送行 

    政執行，均可至鄰近之 4大便利商店（統一、全家、OK及萊爾富） 

    繳納；並自 101年 1月 10日起擴大推行便利商店及金融機構（包 

    括郵局）代收勞保局移送勞保滯納案件，對於簡化義務人繳款流  

    程，提升義務人繳款意願及便利性，甚具助益。 

4. 由於目前民眾至本分署繳納案款，僅得至金融機構或超商以現金繳 

    納，為提供義務人更多元、更便民之選擇繳納案款管道，本分署與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簽約合作，加入「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 

    並自 105年 5月 1日起開卡使用，義務人得臨櫃刷信用卡繳納案 

    款，取代現金支付，避免攜帶現金的不便或遺失風險，亦可解決一 

    時現金不足困境，既便利又安全，於整體執行績效之提升具正面效 

    益，對行政執行業務及便民措施之推展亦具助益，認有積極推動之 

    必要。本分署自 105年 5月 1日起開辦義務人臨櫃以信用卡繳納案 

           款，106年 1至 12月累計義務人以信用卡繳款 1,168件，刷卡金    

           額新臺幣 47,64萬 5,318元，對於提升便民繳納方案及執行績效， 

           甚具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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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又為便利洽公民眾得直接於機關就近繳納案款，本分署特別另闢辦 

    公空間，於為民服務中心設置國庫代收處，協調臺灣土地銀行士林   

    分行派員 2名辦理現場代收案款業務。此舉乃異於其他各分署之創  

    新作為，提供民眾更便利之即時性服務。 

6. 使用電子閘門認證辦理案件作業：於機關網站首頁提供民眾欠款之 

    查詢作業，民眾只要以自然人憑證經認證無誤後，即可查詢其個人 

    於本分署執行案件之繳款情形，不僅有助於便利民眾即時掌握相關 

    資訊，對於流程之簡化甚具助益，更提升執行案件之透明度。 

7. 為增加本分署為民服務之便捷性，本分署每月將動產、不動產拍賣 

    資訊彙集製作成影片及廣告照片，透過本分署 Facebook粉絲專頁 

    、Line@生活圈及 YouTube頻道專頁主動發送，使民眾能更便捷獲 

    取拍賣相關訊息。 

(二)服務可近性 

1. 為體恤多數民眾於上班時間無法親赴本分署洽辦公務，特配合民眾 

    需求於中午休息時間，由本分署執行人員輪值 1人，同時配合秘書 

    室同仁輪值 1人，以 2人搭配方式於 1樓服務檯提供案件諮詢及代 

    收案款服務，此ㄧ方案實施以來，民眾充分利用，每日均有義務人 

    利用此ㄧ服務辦理執行業務，顯見本方案對民眾產生實質助益。 

2. 落實「為民服務不休假」原則，本分署為民服務為全天性且全年無 

    休，於所有休、例假日（包括農曆春節假期、三節等），均排定值 

    班同仁於辦公室輪值，提供電話諮詢或現場查詢服務，並即時處理 

    急迫性事件(如義務人緊急繳納案款後辦理解除出境之限制)，係提 

    供民眾非上班日之單一窗口服務。 

3. 本分署於為民服務中心設有駐分署各移送機關服務櫃檯及各移送 

    機關代理人辦公室，派助人員有：臺北國稅局代表 12人及聘僱人 

    員 8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代表 6人及、北區國稅局代表 1人及聘 

    僱人員 1人、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代表 1人及聘僱人員 1人、勞 

    動部勞工保險署代表 1人及聘僱人員 5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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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署代表 1人及聘僱人員 4人，總計人員 41名，可有效提供民眾 

    繳款及實體事項之詢答服務。 

4. 針對「臨櫃辦理」案件，採專人處理、隨到隨辦之方式，視案件複 

    雜程度，辦理時間約 10至 30分鐘。 

5. 為加強便民服務及弱勢之照顧，本分署蒐集台北市、新北市政府適 

    合本分署運用之福利措施（例如以工代賑臨時工輔導；急難救助； 

       低收入戶子女交通、營養品代金、就學生活補助；居家照顧；弱勢 

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就業服務個案轉介；獨居老人通報；失能老人 

日間照顧；特殊境遇家庭各項扶助…），並製作成冊發送至各執行股 

運用。 

(三)服務成長及優化 

1.突破成長 

(1) 延伸服務據點：委託便利商店及金融機構（包括郵局）代收

行政執行案款服務，已實施稅款案件、健保案件、臺北區監

理所道路交通罰款案件，101 年 1 月 10 日起代收勞保局移送

勞保滯納案件，亦全面上線。宣導推動委託便利商店及金融

機構（包括郵局）代收行政執行案款服務具初步成效。106年

12 月多元繳款便利超商代收執行案款案件計 2,378 件，代收

金額 12,57萬 4,314元；106年 1月至 12月累計代收 3萬 6,999

件，累計金額 151,29萬 9,003元。 

(2) 本分署除於正常上班時間外，另於中午午休、下班(含夜間至

22時)、例假日，每月均輪值排定相關人員值班，民眾關於執

行案件可於全天均有專人服務。 

(3) 為提供義務人更多元、更便民之選擇繳納案款管道，於機關

網站首頁提供民眾繳款之查詢，小額案件可利用便利超商繳

款，方便又省時，並自 105年 5月 1日增加信用卡繳款服務，

增加民眾繳款之便利性。106 年 12 月多元繳款便利超商代收

執行案款案件計 2,378件，代收金額 12,57萬 4,314元；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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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至 12 月累計代收 3 萬 6,999 件，累計金額 151,29 萬

9,003元。 

(4) 為加強便民服務及弱勢之照顧，『關懷弱勢 除民怨』係執行

署持續推動之重點工作，本分署蒐集台北市、新北市政府適

合本分署運用之福利措施，執行項目包括轉介就業服務中心

輔導就業、通報縣市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救助、轉介社

福機構諮詢、愛心捐款及關懷訪視等 5 大項，並製作成冊發

送至各執行股運用，如遇有需要扶助之個案，能主動積極協

助轉介或通報現場關懷訪視。 

(5) 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促進整合社會人力資源參與公共事

務，本分署規劃擴大招募志工，除彌補推展行政執行業務之

人力不足外，更可提昇本分署為民服務品質，以達人力之最

有效運用，並增益執行效能。本分署截至 106年 12月份合計

志工人數 16人，可規劃於各樓層專責接待及服務解說，對於

提升本分署為民服務之能力甚具助益。 

(6) 為加強與移送機關間之合作聯繫，俾協力有效落實公權力之

執行，本分署於 106年 8月 14日與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假本分

署 4 樓會議室召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與財政部臺

北國稅局強化執行徵起作業方式及檢討合作追查案件之辦理

情形聯繫會議」，由分署長與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許局長慈美共

同主持。臺北國稅局由局長率同徵收科、審查科及相關參與

個案查察之主管及承辦人員 27人，與本分署行政執行官及承

辦書記官，共同就列管案件逐一報告、討論義務人資金流向

協查及調閱資料之判讀情形，並共同研議義務人可供執行之

財產情形，對於列管或具指標性案件之執行進度，及提升案

件進行品質甚具助益。 

(7) 為提升同仁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學習，本分署於 106 年 9 月

15 上午邀請財政部賦稅署稽核組江科長枝華，講授「資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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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含財務報表介紹及窗飾分析)」課程，講座講授內容包含

財報窗飾舞弊基本認識、會計操縱之方法、如何偵測窗飾、

舞弊行為及資金來源及去路之查核等，講座以實際案例與同

仁共同研討執行實務常見關於資金流向之判讀及問題之處理

方法，同仁亦踴躍以實務經驗及問題與講座分享討論，使教

學均能相長，課程內容圓滿結束，同仁咸感受益良多。 

(8) 為提升同仁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學習，本分署於 106年 10月

20 上午邀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李審核員家珍，講授「核課流

程實務～營利事業所得稅(以實務辦理方式為主)」課程，講

座講授內容包含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介紹、營利事業所得

稅本稅之計算、基本稅額之核定、未分配盈餘及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表之判讀及以案例說明查核實務等，

講座以實際案例與同仁共同研討執行實務常見關於營利事業

所得稅申報表報之判讀及問題之處理方法，同仁亦踴躍以實

務經驗及問題與講座分享討論，使教學均能相長，課程內容

圓滿結束，同仁咸感受益良多。 

(9) 本分署為研商停車費及罰鍰案件提升執行成效之具體作法，

於 106 年 11 月 22 日上午，邀請台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代表

謝科長君毅等人，假本分署會議室共同研商停車費及罰鍰案

件提升執行成效具體作法會議。協調及研討會議由本分署全

體(主任)行政執行官參加，並由分署長主持，會議中針對強

化機關間通知補繳機制、查報及協尋車輛、建置車輛最近 1

個月停放地點及時間查詢系統、車輛保管之場所及相關法規

之落實或調整方案等議題，透過觀念之溝通共同研擬具體作

法，並藉以建立協調窗口及機制，期由機關間之縝密協調合

作，提升停車費及罰鍰案件之執行成效。 

(10) 本分署於 106年 11月 30日上午 10時，邀請高工局北區工程

處代表林臺長為祺、宋課長傳沛等人，及桃園分署、士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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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新北分署、宜蘭分署等各分署代表，假本分署會議室共

同研商車輛通行費案件提升執行成效具體作法會議。協調及

研討會議由本分署全體(主任)行政執行官參加，並由本分署

分署長侯千姬主持，會議中針對強化機關間通知補繳機制、

查報及協尋車輛、建置車輛最近 1 個月上、下國道高速公路

地點及時間及車輛移置保管之場所等議題，透過觀念之溝通

共同研擬具體作法，並藉以建立協調窗口及機制，期由機關

間之縝密協調合作，提升車輛停車費案件之執行成效。 

(11) 為加強與移送機關間之合作聯繫，俾協力有效落實公權力之

執行，本分署於 106 年 12 月 22 日由分署長率同全體(主任)

行政執行官於財政部台北國稅局進行業務聯繫，雙方共同就

指標性案件財產之聯合追查、案件清償資料之回饋勾稽等問

題共同研議討論，對於提升案件進行之品質及增進執行效率

甚具助益。 

(12) 為協調及解決執行案件查詢義務人金融帳戶餘額相關費用問

題，本分署於 106年 12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假本

分署 4 樓會議室召開「研商批次查詢義務人金融帳戶存款餘

額查詢費用分攤會議」，研商會議由楊主任行政執行官主持，

邀請各相關移送機關及士林、宜蘭、花蓮分署代表與會，會

議討論重點包括查詢費用之分攤及查詢時間次數等議題。 

2.優質服務 

(1) 為提升民眾守法觀念及推動學生透過實務學習，以驗證學習成

果，本分署與東吳大學合作辦理法律實務實習課程。由本分署

規劃行政執行實務課程，本年度實習課程於 106年 7月 4日起

至 7月 28日期間辦理，供大學法律學系選課學生到本分署實

地參與實習，以驗證在校所學，並安排具有豐富執行實務經驗

之同仁，採一對一指導之作法，希能促進大學法學教育與法律

實務結合，以提升法學教育品質。除共同為厚植我國法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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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外，對於促進交流及為民服務，著有重大意義。 

(2) 為加強行政執行業務推動超商、信用卡繳款及廉政業務之宣導，

本分署於 106年 11月 26日配合財政部「106年統一發票盃路

跑活動」假總統府前廣場設攤辦理業務宣導，針對執行業務分

期繳納、超商繳款、信用卡繳款、關懷弱勢具體作法及廉政業

務等主題以有獎徵答方式進行，題目設計簡單明瞭，易使民眾

於問答間對行政執行各項業務及推動便民方法具初步認識，而

達成業務宣導之效果。活動內容輕鬆活潑，民眾參與踴躍。 

(3) 行政執行署為提升執行成效及擴大為民服務，自 105年 12月

起，首創於每個月第「1」個星期「2」下午「3」時，在全國

各分署推動 123 聯合拍賣日，開辦以來，廣受民眾喜愛，由

於各分署發揮創意行銷，參與民眾踴躍，聯合拍賣成效廣受

讚賞。本分署為提升國家債權之有效實現，暨落實行政執行

聯合拍賣成效，並兼顧公益目的、展現弱勢關懷作為，以建

立行政執行機關公義、關懷之機關形象，特別於歲末年終之

際，結合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聯合辦理「守

護公義 讓愛傳遞」行政執行聯合拍賣暨善心好物義賣活動。

活動現場除辦理行政執行案件查封標的之拍賣及變賣外，另

結合公益團體辦理善心好物義賣活動，及邀請臺北國稅局中、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區監理所、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

處共襄辦理業務宣導。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到場致詞時表

示，本次活動充分展現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辦理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執行事件，並非是冷冰冰的執法機關，而會兼顧法務

部「公義與關懷｣的施政理念，執行拍賣、變賣徵起之金額均

回歸各移送機關，充裕國庫，以成為推動政府各項施政作為

之經費來源；在另ㄧ方面具體兼顧公益目的、積極展現弱勢

關懷作為，以落實法務部公義與關懷兼顧的行政理念。本分

署在這次辦理的年終拍賣及義賣活動，包括各類珠寶、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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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眼鏡、酒類、玉石書畫、面膜，服飾精品等，各式拍品

琳瑯滿目且價格便宜，提供現場來賓搶好康的好機會；華山

基金會愛心義賣也在現場提供各式飲料、麵包餅乾、服飾圍

巾手套、乳液、手提袋睡袋等商品。現場有吃的、喝的、穿

的、用的、收藏的，應有盡有，可以讓在場的來賓，以優惠

的價格找到理想的商品。另外，臺北分署為強化行政執行業

務之推展，及促進法學知能教育，並協力提升法學教育之品

質，每年常設「法律實務實習」課程，供轄內法律學系學生

至本分署實習。為提供雙北地區各大學法律系所學生實務學

習機會，臺北分署特於活動現場規劃專區席位，供各大學法

律系所學生實地見習動產拍賣及變賣程序之實務操作，執行

成效良好。本次拍賣、變賣動產部分，現場民眾競買情形十

分熱絡，其中英屬維京群島商灝益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葡

萄酒 7 箱(每箱 6 瓶)、金龍牡丹-金門高粱酒 10 箱（每箱 8

瓶）、珊瑚飾品、Ray-Ban 太陽眼鏡 17支、香水 10瓶，翁記

珠寶有限公司之多件皮件、玉印章、珊瑚吊飾，辛蒂亞國際

有限公司之項鍊、戒指、耳環等飾品，畫馬名家沈呂遂大師

手繪駿馬畫 2 幅、母子龍龜硯台、百年畫扇 2 幅及龍形綠玉

印石均順利賣出，總計動產拍賣、變賣共賣得 45萬 5,232元；

此外，在臺北分署進行之不動產拍賣部分，共計賣出 4 筆，

其中位於大安區文昌路之 1樓店面最為搶手，底價 4百萬元，

有多組人馬競標，最後以高於底價 50%之 6百萬元順利拍定，

合計 4 筆不動產拍定價額為 663 萬 8,601 元，本次臺北分署

結合公益團體擴大辦理聯合拍賣活動，再為國庫挹注 709 萬

餘元。 

三、服務量能 

(一)內部作業簡化 

1. 於每月機關工作會報中同仁提出個人或民眾之需求反映，研討創新 



 

14 

   或改善作法，交由相關科室執行，另能透過電子郵件或意見箱表達 

   個人意見，本分署運用多元管道蒐集機關同仁意見，提升或改善機 

   關服務品質。 

2. 本分署每 2週舉行滯欠大戶專案小組會議，由分署長主持召集主任 

    執行官及各執行官除對滯欠大戶進行研討，並檢討及改造內部流 

    程，針對個別問題召集相關科室不定期召開檢討，以減省不必要的  

    審核及行政程序。 

(二)服務精進機制 

1. 每半年為民服務小組會議則專就為民服務各項作業執行情形逐一 

    檢視，及研討創新作法，以提升機關為民服務品質。 

2. 志工人員第一線接觸民眾，就民眾對機關各項為民服務措施之需求 

    有較多瞭解，且能從非公務員立場而有更寬廣見解，故特別設置志 

    工聯絡簿，登載為民服務情形，並供規劃各項為民服務創新措施重    

    要參考。 

3. 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促進整合社會人力資源參與公共事務，本 

   分署規劃擴大招募志工，除彌補推展行政執行業務之人力不足外， 

   更可提昇本分署為民服務品質，以達人力之最有效運用，並增益執 

   行效能。本分署截至 106年 12月份合計志工人數 16人，可規劃於 

   各樓層專責接待及服務解說，對於提升本分署為民服務之能力甚具   

   助益。 

4. 為加強便民服務及弱勢之照顧，本分署運用之福利措施如遇有需要 

    扶助之個案，能主動積極協助轉介或通報現場關懷訪視（例如 

    以工代賑臨時工輔導；急難救助；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就業服 

    務個案轉介；獨居老人通報…）。 

 

四、服務評價 

(一)服務滿意情形 

   主動調查服務對象對服務的評價，進行滿意度趨勢分析檢討，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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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民眾對於機關及各項服務措施的觀感。 

1. 機關服務滿意度調查：本分署 106年度 1至 12月問卷調查，針

對「服務態度」、「解答諮詢及專業能力」、「行政效率」、「環境

設備」等面向，採 6 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項供民眾填答滿意程

度，調查方式為隨機抽樣至本分署洽公之民眾，採書面及無記

名方式填答，總計發送問卷 180份、回收 180份，回收率 100%，

有效樣本數 178份，有效問卷率 99%。受訪民眾對於機關「服務

態度」、「解答諮詢及專業能力」、「行政效率」、「環境設備」等

整體面向之服務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意」、「可接受」)

達 98%；整體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86.8%。 

2. 本分署 106年度 1至 12月問卷調查，採 6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

項供民眾填答滿意程度，調查方式為隨機抽樣至本分署洽公之

民眾，採書面及無記名方式填答，總計發送問卷 180 份、回收

180份，回收率 100%，有效樣本數 178份，有效問卷率 99%。受

訪民眾對於機關整體「洽公環境」的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

意」、「可接受」)達 98.3%；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86.3%。 

3. 本分署 106年度 1至 12月問卷調查，採 6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

項供民眾填答滿意程度，調查方式為隨機抽樣至本分署洽公之

民眾，採書面及無記名方式填答，總計發送問卷 180 份、回收

180份，回收率 100%，有效樣本數 178份，有效問卷率 99%。受

訪民眾對於機關人員「服務態度」的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

意」、「可接受」)達 98.8%；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90%。 

4. 本分署 106年度 1至 12月問卷調查，針對「解答諮詢及專業能

力」採 6 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項供民眾填答滿意程度，調查方

式為隨機抽樣至本分署洽公之民眾，採書面及無記名方式填答，

總計發送問卷 180 份、回收 180 份，回收率 100%，有效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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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份，有效問卷率 99%。受訪民眾對於機關「解答諮詢及專業

能力」之服務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意」、「可接受」)達

97.8%；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87%。 

5. 本分署 106年度 1至 12月問卷調查，採 6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

項供民眾填答滿意程度，調查方式為隨機抽樣至本分署洽公之

民眾，採書面及無記名方式填答，總計發送問卷 180 份、回收

180份，回收率 100%，有效樣本數 178份，有效問卷率 99%。受

訪民眾對於機關人員「行政效率」的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

意」、「可接受」)達 97.5%；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84.3%。 

6. 本分署 106年度 1至 12月問卷調查，採 5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

項供同仁填答滿意程度，調查方式為針對本分署執行人員及行

政人員，採書面及無記名方式填答，總計發送問卷 160 份、回

收 149份，回收率 93.1%，有效樣本數 149份，有效問卷率 100%。

受訪同仁對於機關整體滿意度的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意」、

「可接受」)達 98.5%；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81.3%。 

7. 服務滿意度檢討分析及改善：依法貫徹公權力之執行，以實現

社會公平正義，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任務；但國家存在的目的更

在於照顧、服務人民。本分署向以「廉正、專業、效能、關懷」

作為核心價值，期許所有同仁均應本諸「為民服務」之宗旨，

發揚並彰顯公義與關懷的理念。本分署基於為民、便民的服務

理念，期望作為最大的公共服務提供者，我們強調全方位服務

的「創新」與「精進」，以迅速、正確且有效地解決民眾的問題，

並以卓越的行動能量與執行能力，讓民眾可以期待與信賴。更

期許在服務品質提升之堅實基礎上，導入更友善資訊流通運用，

深化創新整合服務之積極作為，再次體現政府公共服務品質的

全面躍升。基此，本分署對於服務滿意度持續檢討分析並積極

尋求改善方法，於滿意度調查結果，受訪民眾多認本分署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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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態度良好，且具備服務熱忱與專業性，惟有受訪民眾認

等候區空間不足，洽公環境空間方面有待改善之情形。本分署

辦公廳舍因係租賃而來，尚無自有辦公廳舍，相關空間及設施

囿於契約限制無法自由利用，雖此，本分署將於有限空間做有

效利用，營造友善環境，以達便民之目的。 

(二)意見回應處理情形 

   針對民眾意見、抱怨及陳情等，設有相關的回應機制，妥善因應 

   掌握回應時效，有效協助民眾解決問題。 

1. 106 年 1 月至 12 月本分署受理民眾意見、抱怨及新聞輿情的案

件數及處理情形：受理民眾陳情案件 70件，其中行政興革建議

事項 0 件、行政違失舉發事項 1 件、行政權益維護事項 38 件、

法令查詢 6件、其他 25件，並均妥適辦理。 

2. 民眾意見、抱怨及陳情的回應機制：由秘書室及政風室專人處

理民眾查詢機制，即時回應，每月並就陳情案件列管情形陳報

首長，於會議中宣導應注意事項，以降低民眾抱怨頻率。 

3. 民眾透過機關網站之民意信箱及廉政信箱申辦之陳情案件及民

意信箱查復案件，機關於受理後，電腦網路系統均主動回復「已

受理」訊息，並由專人負責積極追蹤、列管回復情形。 

3. 本分署 106年度 1至 6月問卷調查，針對「解答諮詢及專業能力」

採 6 點式量表方式設計選項供民眾填答滿意程度，調查方式為

隨機抽樣至本分署洽公之民眾，採書面及無記名方式填答，總

計發送問卷 180份、回收 180份，回收率 100%，有效樣本數 178

份，有效問卷率 99%。受訪民眾對於機關「解答諮詢及專業能力」

之服務可接受度(含「很滿意」、「滿意」、「可接受」)達 97.8%；

滿意度(含「很滿意」、「滿意」)為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