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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櫃檯人員接待規範：

包含（1）雙手放置方式（2）雙手接遞文件（3）文件逐一交

歸還（4）電話接聽與掛聽方式（5）公務禮儀標準用語（6）民眾

抱怨處理之準則。

 3 . 統 一 服 務 人 員 工 作 制 服 與 識 別 證 之 配 戴 方 式 。          

穿者紅色背心，是本所特別為加強為民服務，提振工作士氣而實

施，由全體同仁穿著，營造出本所「熱忱、積極」的服務精神。

 4.強化值星官服務職能：

包括重新界定值星官服務範疇，以走動式服務，隨時主動上前

提供民眾服務，回答民眾詢問，並維護服務場所秩序，督導同仁服

務品質。

                 

(二)、員工訓練與推廣

本所為推展新作為，除邀請專業講師到所教育訓練，強化全體

同仁及愛心志工服務理念，研考人員亦分批向同仁講解櫃檯各項服

務執行細節，並由區長要求課室主管以身作則，每日上班開始時與

同仁同立於櫃檯前，向大家問好。

經由區長、副區長及主任秘書帶領全體同仁身體力行，同仁們

由原先的排斥，轉化為接納，最終成為習慣。其中每日由各課室同

仁輪流與大家分享的晨間溫馨小語廣播，如今已成為同仁與民眾共

享的心靈補給，更為萬華區的區政工作注入「心」的活力。

這套新規範係參考民間企業目前的作法引進本所，本所同時接

受民政局委託於93年6月28日進行櫃檯作業精進觀摩活動，由民政

局吳前局長帶領本市其他各區區長、祕書室主任及研考人員到本所

觀摩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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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繼櫃檯作業精進計畫實施後，進一步落實執行櫃檯人員

「起身迎賓」、「主動迎賓」、「雙手遞送文件」、「聯合服務小

組主動迎賓」等重點指標，期使櫃檯為服務更加優質細緻化，實施

成效良好。

三、區政業務單一櫃檯作業服務3部曲

（一）社會課單一櫃檯作業服務首部曲

民國79年3月12日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將龍山區及雙園區的

全部及古亭區與城中區的一部分，合併成為萬華區，原龍山區公所

及雙園區公所的同仁亦合併到前雙園區公所辦公，頓時140幾位同

仁擠在狹窄的空間辦公，顯得擁擠不堪，為民服務的品質低落，尤

其是社會課的空間更是狹小的無法想像，民眾或同仁進出都要錯身

而過，洽公場所品質之窳陋，莫此為甚。

為了提升為民服務品質，讓民眾享有優質的洽公場所，以及提

供同仁較佳的辦公環境，在經過審慎的評估利弊得失之後，本所王

區長鴻裕毅然決然的指示各課室務必在93年2月7、8兩日搬遷進駐

「萬華區行政中心」現址，並於9日（星期一）當天全面對外開放

為民服務工作。為了獲得民眾、長官及同仁的滿意，打造一個五星

級飯店的洽公環境，硬體方面，除了規劃10樓、11樓及12樓各樓層

的入口處，以龍山寺、紅樓、雁鴨河濱公園等地標，作為突顯萬華

歷史文化象徵的意義，再配以綠意盎然的植栽；並在寬徜的等待區

設置圓型玻璃桌，方便民眾協談；軟體方面，亦積極的推動社會課

實施單一櫃檯作業，以落實政府再造、引進企業管理技術、建立以

顧客及績效為導向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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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民眾到政府機關洽公，每辦一件事總要來回奔波幾次，

還不一定辦得好。為縮短民眾等待時間，提供快速正確的服務，實

施單一窗口作業，的確有其必要。因而，本所王區長鴻裕在93年4

月7日主管會報中指示社會課擬訂「臺北市萬華區公所社會課綜合

櫃檯設置實施計畫」，於93年7月1日起先行實施5個項目（敬老愛

心悠遊卡申請、身心障礙手冊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申

請、身心障礙者津貼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4個綜合

櫃檯，每日受理件數約為80至100件，績效良好。進而在93年6月份

的主管會報中指示社會課訂定「臺北市萬華區公所社會課單一窗口

實施方案」，除了已實施綜合櫃檯的5個項目外，再增加敬老福利

生活津貼及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2個項目，納入單一窗口受理的範

圍，並於94年3月1日正式實施。社會課全體同仁經過不斷的努力，

95年3月1日起正式全面推動社會業務單一櫃檯。

為提升同仁的專業知能，讓第一線同仁具備足夠的能力提供快

速正確的服務，社會課不定期召開課務會議，以不拘形式的方式，

全員參與（除了櫃檯必要的留守人員外）討論溝通，分享甘苦經

驗，並舉辦教育訓練，由熟稔該項業務的同仁擔任講師，講授社福

業務的作業方法及要領。同時為使服務品質一致性，製作標準作業

手冊，放置櫃檯，人手1冊，作為作業的的依據；為加強服務民眾

起見，另製作1次告知單，於民眾攜帶證件不齊時使用，避免徒勞

往返。

實施單一窗口方案，必須要凝聚同仁的意識，借重團隊的力

量，因此，引進佛學的歡喜心及甘願心，灌輸同仁「身在公門好修

行，服務鄉親有福報」的概念，常常保持「歡喜做」、「甘願受」

的慈悲心腸，站在民眾的立場，以同理心包容民眾的不滿與抱怨，

則一切事務自然就風高雲清，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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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健保業務單一櫃檯作業服務2部曲

推動單一櫃檯的過程中，本所同仁必須調整工作心態及學習更

多的專業知識，衝擊在所難免。不過也因此體認到邁入「新民政」

的時代，具備全方位的能力是必要的挑戰。繼社會業務開辦單一櫃

檯作業後，進一步推動跨課室「社會&健保業務單一櫃檯」，承襲

過去社會課推動單一櫃檯成功的經驗，指派資深同仁擔任講師相互

學習並協力臨櫃上線操作，96年8月順利開辦「社會&健保業務單一

櫃檯」，使為民服務邁向更嶄新的階段。        

過去社會、健保業務分設不同服務櫃檯，遇有民眾需同時洽辦

社會及健保業務，必須至不同櫃檯辦理且必須分別取號，增加民眾

等待時間，同時每日各櫃檯受理案件量不均，人力無法發揮最大效

益。「社會&健保業務單一櫃檯」開辦後，洽公民眾只需1次取號，

即可完成申辦社會及健保業務，相當便民。

（三）區政業務5課室33大項業務單一櫃檯作業3部曲

為民服務櫃檯作業的終極目標為「1處收件、全程服務」，經

過櫃檯作業精進計畫的洗禮及實施單一櫃櫃的磨鍊，「以民眾需求

為導向」的想法已深植於本所同仁心中，預定於97年12月開辦區政

業務單一櫃檯，合併社會課、健保課、民政課、經建課及秘書室5

課室共31大項業務，統一於本所11樓服務櫃檯受理申辦，屆時為民

服務正式邁入單一窗口化。

四、成立臺北市12行政區首座區史展示中心

（一）95年6月11日成立萬華區史展示中心，是臺北市12行       

政區中首座成立的區史展示館，為認識萬華最佳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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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年分2期充實館藏文物，陸續辦理招標充實文物，除

透過開放空間供民眾參觀外，更製作海報、摺頁、全球資訊網、      

影片、導覽講座等進行宣傳，民眾可透過多種管道了解萬華區史，

達成快速普及推廣之效果。

（三）本館設置除可讓在地居民體驗本地環境的自然風貌與人

文歷史發展，更可使外來觀光客得以品味、欣賞萬華風土民情的優

質文化。

五、「一府二鹿三艋舺」公私部門協力城市行銷，再
創商機古城，風華再現

（一）95年4月本所與臺南市安平區公所及彰化縣鹿港鎮公

所簽訂「一府二鹿三艋舺」互助結盟城市證書，互利共榮，互相      

汲取成功的市政經驗，成為實質城鄉交流的典範。

（二）95年實施初期為行政機關的結盟及互動交流，96年更進

一步邀請民間共同透過3方大型活動互擺設各具地方傳統特色之攤

位交流及派隊參與活動。

（三）95年「一府二鹿三艋舺」共同辦理「學校書籤」、「聯

絡簿封面」設計競賽，共計收件185,000多件，獲得很好的迴響，

共發放獎學金185,500元，實質促成了臺南市、鹿港鎮及本區學校

師生文化及情感的交流，亦同時讓「一府二鹿三艋舺」不再只是個

形容詞。

（四）除初期行政機關的結合外，進而邀請民間社團共襄盛

舉，96年10月辦理2007艋舺文化嘉年華於本區西門紅樓廣場精釆

登場，以「一府二鹿三艋舺」為主軸，呈現別具文化特色的地方特

產市集，遵循活動宗旨建立精緻產業文化，邀請遠道而來的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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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藝術團-節慶民俗藝陣」及鹿港─「彰化縣頂番國小詩詞童

謠吟唱團」與艋舺代表性表演團隊「慶和館鼓陣」熱情演出，達成

地方文化推廣交流之目的。

（五）97年6月本所持續派隊參與鹿港龍舟賽城鄉交流並於97

年8月參與臺南安平區成年禮活動；97年本區辦理艋舺文化嘉年華

持續邀請鹿港區及安平區共襄盛舉。

（六）製作各具代表「一府二鹿三艋舺」意義之polo衫及邀請

詞曲作家編寫「萬華之歌」,以淺顯易懂的字句道盡萬華古早味，

突顯本區特色，希能結合代表府城之歌的「安平追想曲」及「鹿港

小鎮」等具代表性且膾炙人的歌曲，互相傳頌交流，更顯情義、團

結及城市文化交流，強化整體城市行銷的效果。

（七）「一府二鹿三艋舺」原來僅是代表著歷史發展軌跡的一

個代名詞而已，經過本所持續的努力，三方共同形塑各具代表性之

polo衫及創作本區「萬華之歌」，皆為本所突破藝文活動之創舉，

城市整體行銷之效益更具加乘的效果。

六、善用社會資源－「成立2隊愛心志工隊」

（一）愛心志工團體之招募與訓鍊

1.志工之招募

（1）本所首創於區政中心1樓成立愛心志工隊，93年區政中心

搬遷後，為提供更優質服務，93年5月成立愛心志工第2隊，擔任合

署各辦公機關樓層諮詢引導與身障長者行動扶助之服務，成員共有

30人，服務成效良好。96年7月在民政局主導下12區公所同步仿效

實施區政中心1樓聯合服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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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愛心志工第1隊成立於民國82年，成員30人，負責本

所11樓「主動迎賓」與「奉茶」之服務。

（3）志工隊主要成員為家庭主婦與退休人員，每日分上、下

午兩班輪值，每班服務3小時。愛心志工之招幕係經由本所網站、

公佈欄、社區電視台及原有志工隊介紹等各種管道，招募20歲以

上，高中以上畢業，身心健康具服務熱忱人士。復經由主任秘書、

人事室主任及秘書室主任面談評選成立。

  2.志工之訓練及跨區觀摩交流

 （1）每位志工必須完成12小時之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為

凝聚全體志工之向心力與提昇服務品質，安排兩隊愛心志工聯誼活

動，同時參與相關教育訓練，藉以增進彼此感情及互動的機會。

 （2）本所各課室主管針對課室業務作簡介並邀請合署辦公

機關（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建成地政事務所及萬華第一戶政事務

所）參與，讓全體志工能充份了解行政中心各合署辦公機關服務項

目，以提供更周全貼心的服務。

（3）95年8月30日臺北縣中和市公所邀請本所王區長鴻裕擔

任『志工講習』講座，分享本所推展志願服務之甘苦談及講授有關

志工服務要領與提升服務品質，就志工的角色定位，分「志工看自

己」、「機關看志工」及「民眾看志工」三方面來分析志願服務工

作，本所首度進行跨縣市志願服務之推廣及交流。

（4）為拓展志工服務視野，安排跨區交流，96年3月15日邀請

本市中山區公所志工至本所參訪，本所亦於同年4月10日由王區長

鴻裕率隊參訪中山區公所，分享彼此服務經驗，建立跨區交流的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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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志工之管理

 1.志工管理方面，制定志工服務守則，要求注意服務儀容整

潔，配戴志工人員識別證、穿著志工背心，按時服勤。

並由值星官每日考核服勤情形，優良者公開表揚並提報市府予

以獎勵，95-96年共表揚95人次。推薦獎勵表揚情形如下：

2. 9 5年度本所第1愛心志工隊，參與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評    

鑑，榮獲志工團隊「金鑽獎」殊榮為當年度區政類惟一獲獎機關。

（三）志工投入服務效益性

以95-96年統計為例，共有4,655人次投入本所為民服務工

作，服務時數達13,965小時。估計接受志工服務人次達592,600人

獎勵項目 95年 96年

推薦至民政局公開表揚 4人次 3人次

本所自行表揚 29人次 25人次

推薦至市府評獎 優良長青志工『松青獎』 1人次 1人次

優良長青志工『松柏獎』 1人次 －

第10屆『金鑽獎』優良團隊 志工團隊30人次

第11屆『金鑽獎』優良志工 1人次

  年度

樓層

95年 96年

服務人次（人次） 服務時數（小時） 服務人次（人次） 服務時數（小時）

1樓 1,288 3,864 1,261 3,783

11樓 1,052 3,156 1,054 3,162

總計 2,340 7,020 2,315 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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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民眾滿意度調查與民意之回饋

一、區政中心搬遷前後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

（一）每年本所均針對來所洽公之民眾進行為民服務滿意度調         

查，歷年以來滿意度均維持在85%左右。為了解區政中心搬遷前後

民眾之反應，特於搬遷前（92年11月）與搬遷後（93年4月）各做1

次為民服務問卷調查，並針對民眾反應意見進行改善，提昇為民服

務之品質。

（二）搬遷前後兩次問卷調查比較

                         年度
   服務地點

95年 96年

1樓聯合服務中心引導 315,000 172,200

協助11樓為民服務樓層引導 50,400 49,200

協助法律諮詢 1,700 1,600

協助調解會議 1,200 1,300

總計 368,300 224,300

各項指標 92.11問卷% 93.04問卷% 增減%

交通便利 84.91% 98.48% +13.57%

接受引導比率 90.70% 97.81% +7.11%

引導人員的態度（含非常滿意、滿意） 91.05% 97.48% +6.43%

櫃檯人員的服務態度（含非常滿意、滿意） 96.32% 98.15% +1.83%

櫃檯人員的辦事效率（含非常滿意、滿意） 96.31% 96.46% +0.15%

奉茶率 82.11% 83.84% +1.73%

環境及服務措施滿意度（含非常滿意、滿意） 85.43% 95.79%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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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於搬遷後各項服務滿意度均向上提昇，尤其是交通便利

性、環境及服務措施，滿意度提升均超過10%，可見硬體設施經全

體同仁共同努力，已獲相當的改善。尤其搬遷前民眾問卷調查反應

需改善之辦公廳舍空間狹小、地點不明顯、未與戶政位於同一行政

大樓等問題，於搬遷行政中心後均獲全面改善。為持續提升為本所

民服務品質，除積極推動櫃檯服務精進作業（包括：櫃檯應對禮

儀、電話接、掛聽方式）向全體同仁宣導，並強化為民服務各項考

核，增強值星人員督考權限外，並直接蒐集區民第一手評價與建

言，以提昇民眾對區政服務之滿意度。

二、95年-97年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

（一）問卷調查數據比較

調查項目 選項內容
調查結果 95-97年

成長情形95年10月 96年10月 97年4月

進區公所時「有」服務人員上

前招呼及引導比率
有 98.00% 99.83% 99.00% 97年較95年成長1%

引導人員的服務態度滿意度
非常滿意 57.05% 68% 70.67% 97年「非常滿意」的比例較95年

成長13.62%。滿意 39.93% 31.17% 27.00%

櫃檯人員的服務態度滿意度
非常滿意 60% 63.00% 68.83% 97年「非常滿意」的比例較95年

成長8.83%。滿意 38% 35.50% 28.17%

區公所環境滿意度
非常滿意 52.83% 53.67% 59.33% 97年「非常滿意」的比例較95年

成長6.5%。滿意 43.67% 43.17% 35.83%

標示及方向引導滿意度
非常滿意 — — 56.17%

97年首次調查項目
滿意 — — 40.00%

動線規劃
非常滿意 — — 50.17%

97年首次調查項目
滿意 — — 45.17%

整體服務品質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54% 55.33% 63.33% 97年「非常滿意」的比例較95年

成長9.33%。 滿意 44% 43.33% 33%

申辦完成率 已經辦好 92.67% 89.5% 87.67%
97年申辦完成率較95年下降5%，
已於課務會議中提出檢討。

申辦業務所花費時間
10分鐘以內 74% 70% 60.17% 97年「20分鐘以內」完成申辦業

務比例較95年下降9.33%，已於
課務會議中提出檢討。11-20分鐘 19.33% 20.33% 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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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5-97年調查結果比較（滿意度包括「滿意」及「非常滿意」）

1. 9 7年調查結果顯示99 %的洽公民眾表示進入區公所時即

「有」人主動上前招呼及引導，較95年成長1%以上。

2.97年調查結果顯示洽公民眾對於本所「引導人員的服務態

度」滿意度達97.67%，其中「非常滿意」的比率由95年的57.05%

上升至97年70.67%，成長13.62%。

3.97年調查結果顯示洽公民眾對於本所「櫃檯人員的服務態

度」滿意度達97%，其中「非常滿意」的比例自95年60%上升至97

年68.83%，成長8.83%

4.97年調查結果顯示洽公民眾對於本所的「洽公環境」滿意度

達95.16%，其中「非常滿意」的比例自95年的52.83%上升至97年

59.33%，成長6.5%。

5.97年調查結果顯示洽公民眾對於本所的「標示及方向引導」

滿意度達96.17%，本項為97年度首次實施調查項目。

6.97年調查結果顯示洽公民眾對於本所的「動線規劃」滿意度

達95.34%，本項為97年度首次實施調查項目。

7.97年調查結果顯示洽公民眾對於本所「整體服務品質」滿

意度達96%，其中「非常滿意」的比例自95年的54%上升至97年的

63.33%，成長9.33%， 

8.97年調查結果顯示84%的洽公民眾可以在「20分鐘以內」完

成申辦業務，但是在「10分鐘以內」可完申辦業務的比例自95年

74%下降至60.17%。民眾申辦業務的完成率亦由95年92.67%下降至

87.67%。97年度調查結果社會及健保課佔民眾申辦案件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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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民眾反映問題改善情形

（一）調查結果顯示，申辦案件完成時間變長及完成率下降情

形，業務課室積極於課務會議中加以檢討並定期透過提案制度簡化

流程及加強為民服務禮儀訓練，以提升整體為民服務品質。

（二）本區行政中心最為人所詬病的問題為「電梯速度太慢」

及「地下停車場」。其中「電梯速度太慢」的問題，因本區行政中

心雖於93年2月啟用，但因施工期延宕7年，電梯已屬舊式設計，

不論是速度或是載客量皆有不足現象。本所雖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例如評估加掛電梯於外牆的方式，卻礙於建築法相關規定，無法達

成，目前惟有調整電梯停靠樓層及加裝滿載顯示裝置，使電梯運轉

方式達到最快速度加以因應，待使用年限屆滿，編列相關預算汰舊

換新，始為根本解決之道。其次「地下停車場」原為本府停管處動

用停管基金興建，再交由本所管理。因此礙於法令規定多所限制，

部份缺失改善建議尚需徵求停管處同意始能施作，但為達便民服務

原則，本所仍將積極努力改善。

         

陸、基層鄰里空間環境的改善服務

「道路要平、路燈要亮、水溝要通、公園要美、交通要暢、環

境要潔」是政府施政的小事，卻是民眾生活的大事，有關基層鄰里

空間環境改善服務，分為市容查報與市容會報兩項機制，來滿足基

層民眾的需求。市容查報屬可快速處理，無受預算限制之案件；市

容會報則係里長提案須市府各單位協同配合，另行規劃並與預算配

合之案件。僅將兩者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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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容查報

市府為維護本市市容觀瞻及排除妨礙公共安全等事項，結合電

子地圖的查報系統，提高查報品質。    

(一)查報成果分析

本區自92年1月起至97年6月止，本區共計查報42,622件，其

中無法辦理計263件、改列非市容查報案件98件及轉府外單位案件

8件，佔總件數0.87﹪，完成率為99.13%。

依里別區分總查報案件件數前3名為銘德里2,453件、萬壽

里1,747、華江里1,603件，合計件數5,803件，其中環保案件佔

22,402件（52.56﹪）究其原因萬華區分屬住商混合區，商家對環

境的污染及民眾對環境的要求高，是查報案件量較高的主因，相對

也是該里之里幹事對環境維護的用心及付出。

(二)執行成果分析

結案案件42,169件，結案率達98.94%，各案件執行率效成效

頗高，均在第一時間內成完任務，影像上傳自92年至97年6月共上

傳34,145件占總件數80.11%，96年整年影像上傳更高達87.55%。

項 目 件 數 所佔比

1. 廢棄物、廢土、水溝、下水道、公廁等清理維護 22,402件 52.56%

2. 違規張貼、噴漆小廣告的清除事項 4,722件 11.08%

3.道路、水溝、下水道、橋樑、河川等公共設施 8,876件 20.82%

4.路燈、水電、電信、瓦斯設施損壞修復 2,713件 6.37%

5.交通號誌、標線的水溝修復及移除廢棄事項 2,551件 5.99%

6.公園、綠地、行道樹等維護、修剪 685件 1.61%

7.其它有礙市容觀瞻及妨害公共安全事項 392件 0.91%

8.門牌、街道巷弄名牌維護 151件 0.35%

9.競選廣告物的改善移除事項 97件 0.23%

10. 路霸檢舉通報事項 33件 0.08%

總計 42,6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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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市容查報業務精進作為及未來展望

1.精進作為：

本市市容查報業務推行多年來，透過查報管道，幫助市民解決

許多與生活習習相關的問題，諸如路面的坑洞、廢棄物的處理、路

燈、瓦斯、水電等設施的維護。

民國91年推動網路查報系統，多年來不斷的修改、新增功能，

以臻完善，且符合現階段使用。為使區公所為民服務功能可向上提

升，且系統己增加路霸檢舉申訴及違建專線等提供民眾優質的服務

品質，許市民另一個清新的市容。

2.未來展望：

本區每年經里幹事查報的案件，96年高達8,670件，足可見本

區里幹事對市容查報的用心，讓權責單位在第一時間了解案件的內

容，如遇危險問題更能迅速使用適當方式解決，避免民眾受害。

未來更希望能結合民眾對住家附近的了解，運用市容查報系統

及里幹事PDA，儘速反應民情，創造美好的萬華遠景。

二、市容會報

市容會報係由區長統合市府各單位協同改善市容觀瞻，提昇區

民居住品質，自91年起每月定期召開一次。市容會報提案項目包

括：環境衛生整理及公共衛生之改進事項、區內違章攤販之取締事

項、區內市場管理及清潔事項、區內街弄巷道及側溝之整修維護及

建議事項等。有關區內維護市容之相關事宜。 本區近年來市容會

報提案數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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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2年度共計350件，已依案執行之案件計件306件(佔總

提報案87.43%)，無法執行之案件計44件(佔總提報案12.57%)

（二）93年度共計266件，已依案執行之案件計件236件(佔總

提報案88.72%)，計畫執行之案件計1件(佔總提報案0.38%)，無法

執行之案件計29件(佔總提報案10.90%)

（三）94年度共計201件，已依案執行之案件計件178件(佔總

提報案88.56%)，無法執行之案件計23件(佔總提報案11.44%)

（四）95年度共計266件，已依案執行之案件計件151件(佔總

提報案56.77%)，無法執行之案件計32件(佔總提報案12.03%)

（五）96年度共計236件，已依案執行之案件計件192件(佔總

提報案81.36%)，計畫執行之案件計9件(佔總提報案3.81%)，無法

執行之案件計35件(佔總提報案14.83%)

權責機關已辦理完竣之業務處理期程，以96年度為例，臺北市

交通管制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平均3個月，臺北市停車管理處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平均2個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平均1至2個

月，另市府及其他單位平均處理期程為3個月。

觀之本區近年來之提案以區內路燈、花木之維護事項、公共

衛生之改進及區內交通設施之建議事項為大宗。「已依案執行之

案件」屬權責機關之經常性業務者(如：加強路霸取締、違規拖吊

等)，該機關多能立即回應，依照決議確實執行完竣；對於「計畫

執行之案件」，多因預算不能於短期內辦理者，而其中列入今年

度工程案者，每隔2至3個月進行1次查證工作，接續公文催辦；而

「無法執行之案件」多為權責單位基於專業立場之評估，不適宜施

作或變更之公共設施、里內意見分歧由里長撤案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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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員工積點制度之管理

一、緣起及修正情形

推動為民服務成敗的主要關鍵在於員工心態及考核獎懲機制等

配套措施的完善與否。有鑑於政府部門人事制度較缺乏客觀之考評

標準，亦有別於民間企業考量指標之單一明確，本所於93年1月，

由人事室提案討論通過本所積點獎勵制度，95年經修正將個人積點

考評制度納入績效獎金暨管理制度之個人績效考評項目，96年起因

行政院考量人事費逐年刪減，不再實施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制度，

本所為賡續施行個人績效管理制度乃訂立實施個人績效考評計畫1

種，並在97年3月修正考評計畫。本制度除可與現行員工考核制度

相輔相成外，並能補充現有相關獎懲規定之不足。其主要精髓，在

於對工作表現優異的員工，可即時受到實質的獎勵，無須等待繁瑣

的人事作業規定；對於無心犯錯的同仁被處分時，亦不致留下無法

抹滅的人事資料紀錄，讓同仁有改過遷善的機會。   

二、現行條文內容介紹

現行條文共計有7條條文，內容包含制度訂定目的（第1條）、

依據（第2條）、績效指標（第3條）、適用對象（第4條）、考

評委員會（第5條）、個人績效考評（第6條）、實施日期（第7

條）。

三、預期效益

（一）員工獎懲制度更多元

積點制度讓現行獎懲管道更為多元，除可解決無法獎懲的困

境，並有助於激勵員工士氣及提昇工作效能，強化各級主管之行政

領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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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凝聚同仁向心力

本所員工對考核積點制度如有建言，可隨時以書面或口頭向區

長、副區長、主任秘書提出。付予員工對本制度之建言管道，可集

思廣益，讓本制度更臻完善，另亦可使員工感受參與制度制定之使

命感，從而凝聚員工向心力。

（三）強化單位整體榮譽心

區政工作之順利推展，單位之團隊精神不可或缺，透過本制度

與年終考績結合，除個人之正積點累計每點可獲100元獎勵外，也

列為「職務陞遷」、「職務調整」及「知能訓練」之參考重要依據 

增加了高比例之單位獎金項目，單位與單位間之優質競爭，在所內

已蔚為風潮，透過本制度結合，應可強化單位整體榮譽心與使命

感。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94-96年年終考績與積點比例一覽表

94年

積       點 5 4 3 2 1 0 小計

人       數 1 0 10 17 39 63 130

甲 等 人 數 1 0 8 16 25 49 99

乙 等 人 數 0 0 2 1 14 14 31

考列甲等比例 100% 0 80% 94% 64% 77% 76%

備       註

95年

積       點 5 4 3 2 1 0 小計

人       數 0 0 0 0 19 112 131

甲 等 人 數 0 0 0 0 15 86 101

乙 等 人 數 0 0 0 0 4 26 30

考列甲等比例 0 0 0 0 79% 77% 78%

備       註

96年

積       點 7 4 3 2 1 0 小計

人       數 1 3 3 17 13 88 124

甲 等 人 數 1 3 2 15 10 64 95

乙 等 人 數 0 0 1 2 3 24 29

考列甲等比例 100% 100% 67% 88% 77% 73% 77%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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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為民服務從「傳統民政」，進入「改造民政」，更進而開啟新

民政」時代，基層行政機關所面對之問題如下：

一、人力越來越少

二、業務越來越多

三、民眾要求服務品質有增無減

因應此一趨勢，本所未來除專業之資訊、會計人員外，將朝

著培養具備全方位能力的人員來努力，以「一處收件、全程服務」

及「全櫃員」為目標，同時勉勵同仁作好心理準備，未來應是個捨

棄本位主義，主動為民服務的時代，行政機關應朝著以下方向來努

力：

一、由職權範圍內的服務，擴展為跨部門的協調介入：行政機

關應本於著寧可撈過界，不要踢皮球的心態，整合及協調跨部門的

資源，解決民眾最迫切的需求。例如：本區辦理營養午餐補助、推

動健康城市認證等皆需跨部門合作協調，成效方能加乘彰顯。

二、由個案的服務，擴展為整體發展的全方位服務：為民服

務應以民眾的需求為依歸，同時考量區域整體發展，才能符民眾期

待。例如：本區都市更新的推動、萬大捷運線的闢建、明華園園區

展演等皆是以此為出發點。

三、由有形軟硬體的服務，擴展為民眾需求的滿足：

軟硬體服務設施的改善，以目前民眾對於行政機關的期待恐已

無法滿足，惟有更進一步提供創新加值服務及帶動區域產業商機才

能符合民眾需求。例如：本區於西門商圈推動街道傢俱公私部門合

作互利、營造本區特色，史蹟導覽三輪車1日遊等，皆是傳統商圈

重生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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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基層同仁若能順應趨勢，做好面對挑戰的準備，在

決策者正確領航下研發更便捷的服務、拓展地方觀光產業、延伸區

政服務據點及提昇網路資訊服務效能等面向努力，必能持續提昇區

公所整體的服務品質。

93年至97年為民服務大事紀

時間 大事紀要 主辦人員

93.02.09 萬華區行政中心搬遷，由西園路2段9號遷入和平西路3段120號

區長   王鴻裕
副區長 汪玉葉
主任秘書王錫駒
（前主秘任內）
課長   陳雅
（秘書室主任任內）
書記   范書銘
（前秘書室書記任內）

93.07.01
社會課試辦敬老愛心悠遊卡申請、身心障礙手冊申請、身心障礙
者生活輔助器具申請、身心障礙者津貼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申請等5項業務綜合櫃檯,共開放4個櫃檯受理業務。

主任秘書梁景法
（社會課課長任內）

93.06.28
本所經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指定為臺北市區戶政「櫃檯精進作業」
示範機關，率先實施晨光播音、櫃檯開工式禮賓、電話接聽及櫃
檯接待禮儀等標準作業示範

區長   王鴻裕
課長   陳雅
（秘書室主任任內）
課員   黃淑美
（前秘書室課員任內）

94.02
93年度服務品質獎「整體獎項」考評，榮獲臺北市政府研考會
評定為「特優」第1名，代表市府參與「行政院服務品質獎」考
評，獲得入圍佳績。

區長   王鴻裕
副區長 汪玉葉
課員   黃淑美
（前秘書室課員任內）

94年 2005年臺北花卉展-華西公園榮獲「特優」第1名 技士   陳怡伶

94.03.01
社會業務綜合櫃檯受理業務項目數增加為7項，敬老福利生活津
貼及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2個項目，納入單一窗口受理的範圍，
並於94年3月1日正式實施。

區長   王鴻裕
副區長 汪玉葉
主任秘書梁景法
（社會課課長任內）

94.05.24
本所成立愛心志工第2隊，成員共30人，擔任本區行政中心各合
署辦公機關洽公樓層諮詢引導及提供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扶助服
務。

區長   王鴻裕

課員   林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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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4.20

至04.24

94年度首度擴大辦理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包括加蚋文化節、
艋舺文化節）

區長   王鴻裕
視導   孫國華
（民政課課員任內）

95.01 95年臺北市鄰里公園燈節妝點比賽優等第2名。

課長   吳偉銘
（前經建課技士任內）
技佐   梁廷耀
（前經建課技佐任內）

95.03.01 社會業務正式全面推動單一櫃檯，兵役、健保業務同步實施。 課長   陳雅

95.04
本所與臺南市安平區公所及彰化縣鹿港鎮公所簽
訂「一府二鹿三艋舺」互助結盟城市證書

區長   王鴻裕
主任秘書王錫駒
（前主秘任內）
主任秘書梁景法
（民政課課長任內）

95.08
本所經國家檔案局評定為第4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獲頒獎
金3萬元。

區長   王鴻裕
課員   褚偵富
課員   林珠珍

95.12
本所愛心志工第1隊95年參與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志工團隊評鑑，
榮獲志工團隊「金鑽獎」，為當年度區政類惟一獲獎機關。

課員   林珠珍

96.02
參與95年度臺北市政府服務品質獎「善用社會資源」獎項，經評
定為優等第3名。

區長   王鴻裕
副區長 汪玉葉
課員   林正德
（前秘書室課員任內）

95.06.11
成立萬華區史展示中心，是臺北市12行政區中首座成立的區史展
示館。

區長   王鴻裕
副區長 汪玉葉
主任秘書梁景法
（民政課課長任內）
視導   孫國華
（民政課課員任內）

96.08.17 96年度公文時效管制檢核，獲區政組第1名
課員   林珠珍
課員   劉淑蓉

96.08.14 社會、健保業務合併實施單一櫃檯

課長   陳雅

曾辦事員慶生

96.10.8
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達員工總人數5%以上，榮獲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核定為績優機關「金展獎二等獎」

區長   王鴻裕
主任   游寶妍

96.11 本區行政中心通過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認證為「無菸職場」。
區長   王鴻裕
課員   陳永頎

96.12
95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考核績優，經行政院主計處評定為第1級
普查所優等第3名，獲頒獎金8萬元。

區長   王鴻裕
課長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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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1
96年7-12月提案通過民政團隊複審比率最高，榮獲「創意無限
獎」。

課長   吳偉銘
課長   陳雅

97.01 96年度執行節約能源成效績優，榮獲區政組第2名 課員   陳永頎

97.04 96年度基層藝文活動辦理成果經評定為第1名。
區長   王鴻裕
視導   孫國華

97.04 96年度里幹事管理經評定為第1名。

主任秘書梁景法
（前民政課課長任內）
課員   陳玉敏
（前民政課課員任內）

97.04
第7屆立法委員及第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務工作等3項業務經
評定為第1名。

主任秘書梁景法
（前民政課課長任內）
課員   陳煒光

97.05
參加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我愛Cool地球省電大作戰」，榮獲
「省電成效優良獎」

區長   王鴻裕
副區長 汪玉葉
課員   陳永頎

97.05
臺北市97年跨區地震災害防救綜合演習成效績優，經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評定為第2名，獲頒獎金3萬元。

區長   王鴻裕
課員   陳煒光

97.06
97年度臺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本區榮獲行政區男子組第2名，獲
頒獎金8萬元。

視導   孫國華

97.07.21

本區區長王鴻裕督導辦理「第7屆立法委員選舉暨公民投票案」
選務工作，面對中央與地方政府意見相左之艱難困境，除積極與
轄內機關、學校溝通協調，並督導研擬各項因應措施，使選務工
作順利完成，且本區投票率成長率居全市之冠，並獲本市選舉委
員會選務工作考評第1名，功績厥偉。

區長   王鴻裕

97.07
97年1-6月提案通過民政團隊複審比率最高，榮獲「創意無限
獎」。

課長   吳偉銘

97.07 97年1-6月執行節約能源成效績優，榮獲區政組第2名 課員   陳永頎

97.07 97年1-6月榮獲民政團隊為民服務電話測試第1名佳績。 課員   林珠珍

97.07 97年1-6月榮獲民政團隊為民服務實地查核第2名佳績。 課員   林珠珍

97.10.20
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達員工總人數5%以上，榮獲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核定為績優機關「金展獎二等獎」

區長   王鴻裕
主任   游寶妍

97.11.04

97年度服務品質獎考評，經臺北市政府研考會評定為第1線服務

機關區政組第1名。

區長   王鴻裕
副區長 汪玉葉課員   
林珠珍

97.12 預定實施區政業務33大項39子項單一櫃檯 課長   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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