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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公所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98.2訂定 

                                                         98.4.3 第 1次修訂 

                                                         99.1.25 第 2次修訂 

99.2.2  第 3次修訂 

99.12.16 第 4次修訂 

101.2.2 第 5次修訂 北市同秘字第 10130132400 號核准 

102.2.5 第 6次修訂 北市同秘字第 10230155500 號核准 

103.2.13 第 7次修訂 北市同秘字第 10330294900 號核准 

104.2.16 第 8次修訂 北市同秘字第 10430390000 號核准 

105.2.5 第 9次修訂 北市同秘字第 10530382100 號核准 

106.4.19 第 10次修訂 北市同秘字第 10630914600號核准 

107.3.12 第 11次修訂 北市同秘字第 1076002729 號核准 

 

 

壹、依據 

一、行政院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函頒「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三、臺北市政府提升政府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四、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7 年 2 月 22 日北市民秘字第 1076010460 號    

函頒「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7 年度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提昇服務品質，運用企業精神進行工作流程改善，樹立「以民為

主、顧客導向、依法行政」的全方位施政經營理念，以滿足民眾

需求，並建立公務員正確的服務觀念，提供全方位優質服務。 

二、提供網路服務，促使政府資訊透明化，確保民眾知的權利。 

三、統合運用社會資源，建構多面向服務功能。 

參、計畫願景： 

    以 FIRST五個字母代表本所 5大願景，推動全面提升品質： 

一、親切（Friendliness）：熱誠貼心有禮，樹立機關形象。 

二、主動（Initiative）：快速便捷服務，營造主動服務。 

三、回應（Response）：審慎處理民意，重視顧客關係。 

四、可靠（Safeness）：正確服務資訊，強化顧客信賴。 

五、變革（Transformation）：精進服務品質，創造加值服務。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search?ei=UTF-8&p=%E4%B8%BB%E5%8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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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策略 

一、熱誠貼心有禮，樹立機關形象 

  （一）充實、更新各項服務設備及服務措施。 

  （二）推行走動式管理及服務。 

   （三）規劃開放機關公用設施，提供民眾休閒、公益活動使用。 

   （四）推行服務人員服務禮貌運動，於服務過程主動詢問服務需求，

使用禮貌性用語。 

   （五）提升志工服務效能，建立完整志願服務網絡。 

  二、快速便捷服務，營造主動服務 

（一） 針對區政工作整體組織目標及年度擬推動重點工作，結合策略

地圖訂定年度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二） 訂定明確程序，建立標準化作業規範，不定期診斷作業流程。 

（三） 設置好便利綜合櫃檯（單一窗口），並建立「民眾人潮疏散機

制」，節省民眾洽辦時間。 

（四） 簡化流程，提高網路申辦效率。 

 三、審慎處理民意，重視顧客關係 

   （一）規劃為民服務措施，建立回應機制。 

   （二）善用傳播媒體，宣導各項施政措施及執行成效。 

   （三）利用滿意度系統辦理民眾意見調查，效益分析改善缺失。 

   （四）編製為民服務白皮書。 

   （五）審慎處理突發狀況，建立完整應變機制。 

    (六) 利用 i-voting 及各項研習會、座談會、公聽會及公共論壇等方

式，建立民眾意見反映及回饋之暢通管道 

 四、正確服務資訊，強化顧客信賴 

（一） 公開相關法令與重要政策資訊。對外提供之文件如為可編輯

者，採用 ODF 文書格式；非可編輯者，採用 PDF 文書格式。 

（二） 建立內部稽核制度，強化服務績效。 

（三） 資訊檢索的完整性及便捷性。 

（四） 訓練品質管理，提供專業資訊宣導服務。 

 五、精進服務品質，創造加值服務 

（一） 檢討現有為民服務工作，進行各項工作流程之改進。 

（二） 鼓勵同仁研究創新，改進服務品質。 

（三） 善用社會資源，協助提供溫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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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導入博愛櫃檯，服務長者、行動不便身障者、孕婦及帶著幼兒

之洽公民眾。 

（五） 與艋舺就業服務站合作，提供就業諮詢及輔導。 

（六） 設置健康自主管理站。 

（七） 提供創新加值服務。 

伍、執行計畫： 

   依據本所訂定之實施策略研訂各項執行計畫。 

一、熱誠貼心有禮，樹立機關形象 

（一） 辦公環境優化計畫。 

（二） 精進為民服務禮貌（含電話禮貌及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三） 2樓市民休閒運動中心管理辦法及場地借用管理計畫。 

（四） 各區民活動中心租借維護管理分工計畫。 

（五） 場地借用管理計畫。 

（六） 區民活動中心查核要點。 

（七） 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八） 志工值勤及請假管理要點。 

（九） 民眾上網區電腦使用規定。 

（十） 失物招領注意事項。 

（十一） 哺集乳室管理維護要點。 

（十二） 藝文走廊管理使用要點。 

二、快速便捷服務，營造主動服務 

（一） 於本所網站公告各課室相關業務，訂定標準作業流程。 

（二） 好便利櫃檯實施計畫。 

（三） 洽公民眾人潮疏散機制實施計畫。 

（四） 及齡男子兵籍調查實施計畫。 

三、審慎處理民意，重視顧客關係 

（一） 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標準作業程序。 

（二） 辦理「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實施計畫。 

（三）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人民陳情減章減程文書作業要點。 

（四） 市容會報會議標準作業程序。 

（五） 配合執行輿情通報工作計畫及作業流程。 

（六）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臉書(Facebook)實施計畫。 

（七） 因應重大區政新聞快速反應小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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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民意調查作業實施計畫。 

（九） 非上班時間（含元旦及春節期間）民眾反應事項處理機制實施

計畫。 

（十） 防災教育宣導執行工作計畫。 

（十一） 全民戰力綜合整備工作執行計畫。 

（十二） 民防團常年訓練實施計畫。 

（十三） 春安工作期間專案維護計畫。 

（十四） 急難救助民間捐款收支管理要點。 

（十五） 行政中心錄影監視系統管理作業計畫。 

（十六） 元旦及春節假期「馬上關懷」急難救助運作機制。 

（十七）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1999市民熱線執行方案。 

（十八）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服務鈴系統回應處理機制實施計畫。 

（十九）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 

（二十） 臺北市政府單一陳情系統作業程序。 

四、正確服務資訊，強化顧客信賴 

（一） 網頁維護管理作業計畫。 

（二） 里幹事工作考核實施計畫。 

（三） 財產、物品管理及申領作業規定。 

（四） 公文處理品質及時效管制考評實施計畫。 

（五） 內部控制制度及內部稽核制度。 

（六） 工程績效考核作業規定。 

（七） 個人工作績效考核實施計畫。 

（八） 團體績效評核實施計畫。 

（九） 推動本所資訊安全使用管理作業計畫。 

（十） 「臺北市民 e點通」申辦案件檢核實施計畫 

（十一）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檔案開放應用要點。 

五、精進服務品質，創造加值服務 

（一） 推動品管圈實施計畫。 

（二） 提案制度實施計畫。 

（三） 里鄰長研習暨市政參觀實施計畫。 

（四） 調解委員觀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五） 基層藝文民俗表演活動計畫。 

（六） 登山健行活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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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臺北市大同區 107年度推行體育休閒活動實施計畫。 

（八） 病媒管制計畫。 

（九） 清潔月暨國家清潔週執行計畫。 

（十） 輔導市民以工代賑總登記派工抽籤作業實施計畫。 

（十一） 臺北市重陽節禮金致送作業須知。 

（十二） 役男抽籤實施計畫。 

（十三） 行政中心地下停車場夜間出租管理須知。 

（十四） 行政中心地下一樓員工停車管理要點。 

（十五） 節約能源具體作業實施計畫。 

（十六） 到宅服務實施計畫。 

（十七） 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課程實施計畫。 

（十八） 成年禮活動實施計畫。 

（十九） 人口政策宣導活動實施計畫。 

（二十）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辦公室門禁安全及電源管理實施計畫。 

（二十一） 臺北市大同區行政中心駐衛警察及委外保全人員警衛勤

務實施要點。 

陸、執行項目： 

    為使本所為民服務工作更精進，依據本計畫年度開始後 2個月內另訂年

度提升服務品質方案執行計畫工作項目表。 

柒、管考方式： 

  成立為民服務工作小組會議，負責推動本計畫各項重要工作；本小組置

召集人 1人，由秘書室主任擔任；副召集人 1人，由為民服務研考擔任，

小組成員由研考人員與各課室綜合人員組成，每月召開 1次會議。 

捌、獎懲： 

  一、為民服務工作小組，經評定著有績效者，得簽請區長予以獎勵，執行

不力者，予以議處。 

  二、本所各項為民服務工作經本機關或上級機關評定為優良者，予以記優

點 1次或辦理行政獎勵，執行不力者，記缺點 1次或議處。 

玖、本計畫經鈞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