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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服務躍升執行成果報告 

陳報機關：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 

資料時間：第1次108年1月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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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本分署平面配置圖、辦公時間等標示於服務台旁，

方便民眾洽公。 

(2) 本分署製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哺(集)乳室

使用暨管理維護要點」。 

(3) 本分署製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案款收

領款流程圖」。 

(4) 本分署製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義務人現場

繳款作業流程圖」。 

(5) 本分署製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案件處

理作業流程圖」。 

(6) 本分署製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遠距視訊申

請作業流程圖」。 

(7) 本分署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共同製定「跨機

關合作『執繳無礙"eye"連線視訊』服務作業流程圖」。 

2.服務及時性 

   (1) 本分署為確保民眾申辦案件於期限內處理完成，製定

「執行案款收領款」、「義務人現場繳款作業」、「執行

案件處理作業」等流程圖，提升行政效率。 

(2) 依108年1-6月份「108年為民服務暨政風狀況問卷調查」

之五結果顯示：民眾洽辦的時間花費多久，問卷70位，

15分鐘內33位、30分鐘內32位、45分鐘內5位，60分鐘

內0位，60分鐘以上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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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1以電話查詢相關案件辦理進度。 

A.本分署：108年1~6月份計6,715人次(含中午時間53

人次)。 

B.南投行政執行官辦公室：108年1~6月份計373人次。 

2至本分署現場瞭解案件辦理進度。 

A.本分署：108年1~6月份5,414人次，其中男性3,027

人，女性2,387人(均含中午時間111人次)。 

     B.南投行政執行官辦公室：108年1~6月份計56人次。 

3.服務人員專業度 

  為提升同仁專業知能，以達優質服務之目的，本分署108年

1-6月辦理教育訓練計9場次： 

(1) 108年1月14日為增進同仁身心健康，舒緩生活和工作

帶來的雙重壓力，透過實際的自由行體驗，分享如何

規劃行程及家人出國需要注意的事項，本分署在3樓大

會議室辦理在職訓練課程，課程名稱：「旅行人生～親

子自由行經驗分享」，講師：張書記官自強。 

(2) 108年2月22日為宣導性騷擾及廉政倫理觀念，本分署

在3樓大會議室辦理在職訓練課程，課程名稱：「拒絕

與狼共舞-性騷擾大進擊」，講師：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黃督導湘玲。 

(3) 108年3月8日為提升本分署人員對公務員行政倫理之認

知，養成廉潔自持、恪遵倫理規範及處事公正之價值

觀，在14樓會議室辦理宣導，課程名稱：「圖利與便

民」，講師：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葉副組長清

燊。 

(4) 108年3月18日為配合政府推展法制教育，促進同仁啟

發生命智慧、倡導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壞事不能做



附件1 

3 

之基本道德實踐，本分署在3樓大會議室辦理在職訓練

課程，課程名稱：影片評析-佈局，講師：吳行政執行

官百蕙。 

(5) 108年4月10日為持續推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兩公約，本分署

在3樓大會議室，辦理數位學習課程，課程名稱：人權

課程-自由吧！暴動小貓。 

(6) 108年4月24日為增進當前政府重大政策及公民參與之

認知，本分署3樓大會議室，辦理數位學習課程，課程

名稱：當前政府重大政策課程「產業創新計畫」、公民

參與課程「可食地景與公民參與」。 

(7) 108年5月27日為提供同仁醫療保健資訊，藉以增進員

工健康觀念，本分署在3樓大會議室辦理員工在職訓練

課程，課程名稱：「腸胃保健及預防醫學」，講師：林

易霖;「辦公室常見肌肉酸痛及處置」，講師：許程閔。 

(8) 108年6月12-13日為配合主計總處推動共用性經費報結

系統，本分署會計室分二梯次，在3樓大會議室辦理系

統操作訓練課程，課程名稱：「共用性經費報結系統操

作教育訓練」，講師：會計室王主任珮如。 

(9) 108年6月14日為配合政府「全民國防教育」政策宣導，

增進國防知識外亦展現建軍衛國之宗旨，本分署在3樓

大會議室辦理在職訓練課程，課程名稱：影片評析-衝

出封鎖線，講師：陳主任亮才。 

 (二)服務友善 

1.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1) 為民服務中心提供民眾查詢、義務人繳納案款、不動

產拍賣資訊及免費領取標單，並提供法務刊物、報紙2

份、宣導資料及不動產拍賣資料、民眾代叫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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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打氣設備、輪椅、眼鏡、原子筆、逆滲透飲水

設備、血壓計等。其中，飲水機皆定期每三個月保養

及更換濾心，服務洽公民眾。 

(2) 為配合民眾生活習性，本分署提供民眾免費無線上網

基本資訊服務，民眾凡持有手機門號者，即可在本分

署洽公場所，享有無線上網服務。 

(3) 服務台旁擺放輪椅提供行動不便民眾使用，並由警衛、

志工給予指引、洽辦，亦有「無障礙廁所」供民眾使

用。 

(4) 本分署於四樓設置「哺集乳室」1間，由役男每日打掃，

室內並擺放座椅、冰箱、嬰兒尿布台及尿布等，提供

同仁及民眾哺乳、換尿布等。 

(5) 為預防流感傳染，本分署服務台亦提供酒精自動消毒

機、額溫槍及口罩，供民眾使用。 

2.網站使用便利性 

(1) 本分署網站設有機關簡介、機關導覽、民眾申辦項目、

就業資訊、為民服務園地、統計園地、行政執行法規、

電子公布欄、法務電子報、翻譯詞彙對照表及各類書

表下載等重要資訊服務查詢項目，並即時更新，便利

民眾洽公。 

(2) 本分署由統計室每月定期抽查網站資訊內容之正確性，

並適時更新網站資訊。主動提供最新最正確資料，不

僅節省民眾查詢時間、提升機關行政效率外，還可以

減少訊息傳遞不完整，以增加機關與民眾間彼此的誠

信與信任。如遇有網站單元異動時予以新增或刪除，

並填寫網頁維護紀錄表陳送本分署網頁召集人及分署

長審核。 

(3) 本分署網頁符合無障礙網頁，並於107年7月9日以 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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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通過 FREEGO3.1.1單機版無障礙標章檢測，及雲端網

頁個資檢測。 

(4) 本分署網站或網頁設計，配合上級機關之規劃，並設

有全文檢索查詢，提供多樣性資訊檢索查詢方式，有

效縮小訊息搜尋樣數，讓搜尋結果更明確，以及利用

相關字詞、相關分類搜尋的機制，擴大資訊搜尋範圍，

讓民眾更易找到所需資訊，以達成最大使用效益。 

(5) 本分署拍賣網頁已與司法院法拍屋網頁互相連結，以

達互為行銷宣傳效益，以及擴張便民服務效果。 

(6) 本分署拍賣網頁連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

網 http://lvr.land.moi.gov.tw/N11/homePage.action)。 

(7) 本分署拍賣網頁連結行政院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網」(https://sgw.epa.gov.tw/public/)，查

詢拍賣標的物有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情事。 

3.服務行為的友善性 

   為兼顧公義與關懷，本分署108年度1至6月辦理公益活動計

23場次： 

(1) 108年1月11、18、19、25日本分署辦理清淨家園活動，

各指派3名役男打掃辦公廳舍附近街道，清除廣告物。 

(2) 108年1月28日本分署指派6名役男與弘道老人基金會於

彰化縣田中鎮共同辦理「歲末年終獨居老人居家關懷

及清潔環境衛生」公益活動。藉運用替代役人力資源，

參與協助獨居、年邁行動不便或其他生活自理困難之

長者居家環境清潔及生活關懷，以達關懷長者之效果。 

(3) 108年1月29日本分署指派6名役男與弘道老人基金會於

彰化縣福興鄉辦理「歲末年終獨居老人居家關懷及清

潔環境衛生」公益活動。藉運用替代役人力資源，參

與協助獨居、年邁行動不便或其他生活自理困難之長

http://lvr.land.moi.gov.tw/N11/homePage.action
https://sgw.epa.gov.tw/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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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居家環境清潔及生活關懷，以達關懷長者之效果。 

(4) 108年1月31日本分署指派全體委外、派駐人員及替代

役男辦理「108年度國家清潔週」環境清潔活動。加強

辦公廳舍(彰化縣農會大樓3、4樓)及周邊50公尺內之

環境清潔、積水容器清理、清除病媒蚊孳生源及環境

蟲鼠等工作。期藉由政府機關辦公廳舍周邊之環境清

理示範、以公帶私的作法，帶動當地居民共同參與環

境清理活動，以提升環境生活品質。 

(5) 108年2月23、27日本分署辦理清淨家園活動，各指派3

名役男打掃辦公廳舍附近街道，清除廣告物。 

(6) 108年2月26日本分署為擴大執行替代役役男投入公益

活動，展現役男服務社會的熱忱，辦理「役起熱血─

讓愛相隨」捐血公益活動，共19位役男參加；捐血量

共7,250cc。 

(7) 108年3月11、20、29日本分署辦理清淨家園活動，各

指派3名役男打掃辦公廳舍附近街道，清除廣告物。 

(8) 108年4月10、19、23日本分署辦理清淨家園活動，各

指派3名役男打掃辦公廳舍附近街道，清除廣告物。 

(9) 108年4月26日本分署指派4位替代役役男，於彰化市公

園路二段在國軍退輔會中彰榮譽國民之家，協助進行

園區戶外打掃、內部環境整潔，書櫃整理及文書處理。

藉由參與活動培養替代役役男關懷社會，落實輔導成

效。 

(10) 108年5月7、15日本分署辦理清淨家園活動，各指派2

名役男打掃辦公廳舍附近街道，清除廣告物。 

(11) 108年6月3日本分署為擴大執行替代役役男投入公益活

動，展現役男服務社會的熱忱，辦理「役起熱血─讓

愛相隨」捐血公益活動，共19位役男參加；捐血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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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0cc。 

(12) 108年6月11、21、28日本分署辦理清淨家園活動，各

指派2名役男打掃辦公廳舍附近街道，清除廣告物。 

4.服務資訊透明度  

(1)資訊公開 

1 將本分署查封車輛拍賣之新聞稿適時公告於本分署網

站並利用電子媒體發布，以服務民眾知的權利，提高

民眾參與競標之意願及人數。 

2 將本分署查封不動產集中拍賣之新聞稿適時公告於本

分署網站並利用電子媒體發布，且與各法拍公司及

其網站合作（如 Homy法拍資訊及透明房訊），公告本

分署不動產集中拍賣訊息。 

3 提供民眾申請書下載，目前有：聲請閱卷狀、民眾抱

怨申請表、分期繳納申請書、聲請停止強制執行狀、

聲明異議狀(對扣薪命令)、聲明異議狀(對執行命

令)、擔保書、行政資訊申請書、陳報狀、代辦不動

產繼承登記聲請書、行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資料交

換相關規格書範例等11種表格，可經由本分署外部

網站連結至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下載使用。 

4 本分署動產、不動產查封集中拍賣之訊息及機關採購

案之訊息，均於機關網站公告周知，以便民眾競標，

並以臉書直播競標情形。 

(2)資料開放 

1 本分署網站設有機關簡介、機關導覽、民眾申辦項目、

就業資訊、為民服務園地、統計園地、行政執行法

規、電子公布欄、法務電子報、翻譯詞彙對照表及

各類書表下載等重要資訊服務查詢項目，便利民眾

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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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目的，盤點本分署各項業務資

料，於結構化及去個資識別化後，採開放格式方式

公告各項業務資料，便利民眾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

資訊，民眾得自行連結下載使用。 

(3)案件查詢管道 

    1 提供電腦資訊設備及開放適當案件查詢權限予服務台

志工，以服務民眾現場、電話查詢欠稅金額及申辦

案件辦理情形。 

    2 民眾只要有讀卡機，即可在家中利用網路，透過自然

人憑證機制，以個人身分證字號及執行案號，查詢

其於全國各行政執行機關目前所有欠繳案件之進行

及繳款情形，對於健保案件繳款部分，可再以超連

結方式連結健保局的電子付費交易網進行繳款程序。 

     3 本分署於不動產及動產拍賣宣傳單上，亦提供 QR 

Code 供民眾運用，民眾僅須掃描即可進入本分署外

部網站，連結至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不動產拍賣公告

網站。 

二、服務遞送 

(一)服務便捷 

1. 加強機關橫向協調、聯繫與合作，整合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2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2人、財

政部中區國稅局1人、彰化縣地方稅務局1人、南投縣政

府稅務局1人、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人及本分

署2人等10人成立為民服務中心單一窗口，縮短民眾等

候時間及避免民眾各窗口奔波之苦。 

2. 單一窗口提供民眾查詢，包含：義務人繫屬於全國各分

署案件、國稅案件可透過國稅局網路平台查詢民眾是

否積欠稅款、義務人繳納案款、不動產拍賣資訊及免



附件1 

9 

費領取標單。 

3. 中午(12點至13點)休息時間，由本分署執行人員輪值櫃

檯，協助義務人辦理案件查詢、繳款等相關事宜。 

4. 考量上班族群之不便，平日下班時間亦派正職人員留守

至晚上8時，協助義務人辦理案件查詢等相關事宜。 

5. 為便利義務人至本分署繳款方便性，本分署與台北富

邦銀行彰化分行(位於本分署一樓)協商，請該分行協

助義務人收繳相關款項。 

6. 本分署自105年5月2日起，與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

中心合作，開辦民眾可臨櫃以信用卡繳納案款的服務，

提供民眾更多元、更便民的繳納案款管道。民眾至本

分署(包含南投執行官辦公室)繳納案款時，除了繳納

現金外，還可以選擇由持卡人本人親自至本分署，以

義務人名義臨櫃刷信用卡繳納案款。107年3月2日起增

加提供繳款不必帶錢包行動支付便民服務措施。 

7. 小額案件義務人可持本分署寄發之傳繳通知單至四大

便利超商或特約金融機構繳納案款，使繳納方式有更

多選擇，便捷行政程序，方便民眾避免舟車勞頓。 

(二)服務可近性 

1. 移送機關每週派車40車次，執行人員主動且直接至義務

人家中協助繳款事宜。 

2. 為擴大服務南投縣義務人，本分署於南投市中興新村另

設立南投行政執行官辦公室，每日輪值1名執行人員值

班及二股執行人員前往辦理執行案件。 

3. 本分署於105年4月12日，在彰化縣政府-彰化戶政事務

所辦理「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與彰化縣政府遠

距視訊聯合服務中心」揭牌儀式，目前包含彰化縣轄

區26個戶政事務所、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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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分局及新北市汐止區地政事務所等視訊連線諮詢服

務據點，解決民眾洽公往返舟車勞頓之困擾。 

4. 本分署於105年7月7日，在南投縣仁愛鄉公所舉行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及臺中區監理所與南投縣仁愛鄉

公所辦理跨機關聯合服務之「遠距視訊暨自助無人監理

櫃檯」上線揭牌典禮，目前包含南投縣南投市、草屯鎮、

水里鄉、仁愛鄉、魚池鄉、國姓鄉及信義鄉等公所視訊

連線諮詢服務據點，解決民眾洽公往返舟車勞頓之困擾。 

5. 本分署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於106年5月12日

跨機關合作辦理「執繳無礙"eye"連線」視訊服務作業，

提供執行案件欠稅義務人更便捷雙向、即時服務。  

(三)服務成長及優化 

1.突破成長 

(1) 持續辦理動產(車輛集中拍賣)，並請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配合於拍賣現場維護秩序避免圍標，吸引民眾前來競

買提高拍定金額。 

(2) 透過媒體報導、本分署網頁及本分署大樓電梯內公告

不動產拍賣訊息，並實施不動產定期集中拍賣措施，

獲得良好成效。  

(3) 每月第一、三週星期二下午2點30分整，定期辦理不動

產集中拍賣，且於拍賣現場增加1名人力協助應買人填

寫不動產投標書，以便利民眾參與投標作業，並增加

拍定率。108年1-6月辦理集中不動產拍賣12次，拍賣

標的物計553件，拍定53筆，拍定金額1億1,929萬

3,970元。 

(4) 每月第一週星期二下午3點整，本分署與全國各分署同

步辦理「123全國聯合拍賣日」。108年1-6月動產拍定

金額4萬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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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分署自105年4月12日開辦遠距視訊偏鄉服務，民眾

可就近到戶政事務所或利用家中視訊電話設備與分署

聯繫，透過視訊連線解決民眾疑義，提供民眾更便捷

的服務，減少交通往返的困擾。 

(6) 本分署自105年5月2日開辦信用卡(含行動支付)繳款服

務，執行成果108年1-6月，刷卡筆數計73筆，刷卡金

額計265萬4,944元。 

 (7) 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群之政策，辦理「關懷弱勢除民

怨」計畫，每季將執行成果陳報行政執行署。發現弱

勢需助之義務人主動填具社會救助通報表，或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就業服務轉介單，通報各機

關協助處理或引進民間慈善團體配合關懷訪視並贈送

慰問品。108年1-月共2件。 

(8) 本分署自108年4月份起擴大服務民眾，增辦「協助民

眾申辦老舊機車切結報廢」便民作業，執行成果108年

4-6月協助辦理5件。 

(9) 服務時間彈性調整：由各股書記官、執行員成立中午

不打烊之全功能服務台，為中午洽公民眾提供體貼服

務，嘉惠上班族之義務人。108年1-6月份中午時間計

有電話服務53人次；現場服務人數111人次，其中男性

56人次、女性55人次。 

2.優質服務 

(1) 本分署108年1至6每月測試員工電話禮貌，各科室員工

均為優、良等。 

(2) 行政執行署對本分署108年1至6月每月測試員工電話禮

貌，9次優等，2次良等，均無缺點，分數按月為97分、

91分、93分、90分、87分、95分、92分、96分、86分、

90分、92分及91分。優點內容如下：接話迅速並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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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語、自報單位、主動告知職稱、語氣謙和、誠懇、

對所提事項能不厭其煩加以說明、很有耐心、內容詳

盡、有禮貌性結束語、有疑問可再來電等。 

(3) 每月由秘書室主任、人事管理員、專員參考民眾陳情

信件，進行執行人員態度考核評比，並送行政執行官、

分署長複評，激勵服務態度優良之執行人員。 

(4) 本分署轄區遼闊，包含彰化、南投兩縣，為使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未履行之民眾便於履行繳納義務，本分

署遵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之便民政策，民眾可持本分

署所寄發傳繳通知書，依下列方式繳納: 

1欠繳未滿2萬元之國稅及地方稅類案件，可持下方印

有條碼之傳繳通知，於繳款期限內至統一、全家、

萊爾富、OK 四大便利商店全國門市繳款（免收手

續費）。 

2欠繳未滿2萬元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及其衍生罰鍰等監

理類案件，可持下方印有條碼之傳繳通知，於繳

款期限內至統一、全家、萊爾富、OK 四大便利商

店全國門市繳款（免收手續費）。 

3未滿2萬元之交通違規罰鍰案件，可持下方印有條碼

之傳繳通知，於繳款期限內至統一、全家、萊爾

富、OK 四大便利商店及美廉社全國門市繳款（手

續費6元）(註：目前美廉社僅代收新北市政府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移送案件款項，代收

商店門市以移送機關與代收業者簽訂之契約內容

為準)。 

4欠繳未滿2萬元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等案

件，可持下方印有條碼之傳繳通知，於繳款期限

內至超商繳款（手續費健保4元、勞保4元）；另可



附件1 

13 

持至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局簽立契約之代收金融機構繳款，無金額限

制（免收手續費）。 

(5) 透過媒體報導及本分署網頁公告不動產拍賣訊息，並

實施不動產固定集中拍賣措施，獲得良好成效。 

(6) 對洽公民眾以性別統計人數，108年1-6月，男性3,027

人，女性2,387人，作為規劃辦公廳舍自有化設施參考，

以符合性別主流化潮流。 

(7) 108年1-6月協助推廣「無人駕駛時代來臨—無人載具

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等政策溝通電子單張文宣，

計17件。 

(8) 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蒐集義務人最常提出十大問題，

解析後放置本分署外部網站供民眾參閱。茲十大問題

臚列如下： 

1收到本分署傳繳通知書，該如何繳納? 

2收到本分署傳繳通知書，因經濟困難，如何辦理分期

繳納? 

 3收到本分署傳繳通知書，看不懂文書內容? 

 4裁罰案件未收到裁決書，該如何索取? 

5公司收到本分署扣薪命令，不知如何對員工扣薪水? 

6彰化分署在那裡?如何至本分署辦理繳納稅款? 

7為什麼南投縣是彰化分署的轄區? 

8收到本分署傳繳通知書，可否至移送機關繳納? 

9為什麼會接到本分署執行命令? 

10通知書應到時間已過期，如何繳納?  

三、服務量能 

(一)內部作業簡化 

    藉由舉辦聯繫會、座談會或教育訓練，突破現行機關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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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閡，從政府服務資源整合及共享角度出發，規劃跨機關

水平整合服務或業務體系垂直整合服務，達到內部作業簡

化之目的。 

1. 108年度持續辦理本分署推動金融機構加入「行政執行

命令電子公文交換作業」，商請轄區內各鄉鎮之農漁會

及信用合作社等辦理扣押執行命令之承辦人員共同參與，

計有45家農漁會及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願加入行政

執行命令電子公文交換作業系統。 

   2. 108年度1-6月與移送機關共同辦理之聯繫會如下 ; 

(1)每季定期辦理「稅捐機關與行政執行機關合作追查

鉅額執行案件」合作聯繫事宜。 

(2)108年4月26日本分署與彰化縣政府等單位，假彰化

縣政府第二辦公室會議室所共同辦理在職訓練課程，

課程名稱︰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研討會。

本分署由胡主任執行官天賜及正職同仁參加。 

3. 每月定期舉行「主管會議」及「擴大分署務會議」。 

4. 每2個月定期舉行「執行人員會議」，並請執行人員分享

執行心得。 

5. 「勞動派遣、派駐人員」每2個月定期舉行1次座談會。 

6. 「替代役役男」每3個月定期舉行1次座談會。 

7. 108年2月15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在該署6樓大會議室辦

理研商「協助義務人向監理機關申辦車輛報廢程序相

關事宜」會議，本分署指派胡主任行政執行官天賜、

秘書室陳主任亮才參與。 

8. 108年4月8日本分署配合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

統一發票推行曁「天佑稅稅平安」租稅宣導活動，假

彰化市旭光西路(成功公園旁)設攤辦理宣導檔案、行

政執行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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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8年6月22日本分署配合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舉辦「稅愛

心公益齊步走」租稅宣導健行活動，假彰化師範大學

寶山校區設攤辦理「123全國聯合拍賣日資訊之透明

化程度研究問卷」、「法拍親善大使宣傳投標流程教學

專案課程宣導」、「召募本分署臉書粉絲」等業務宣導，

及將募集統一發票約計200張轉交主辦單位彰化縣地

方稅務局捐贈公益團體。 

(二)服務精進機制 

1. 108年度援用行政院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國家發

展委員會107年1月15日發社字第1071300028號函頒第2

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法務部107年2月1日

法綜字第10701506380號函頒法務部107年度服務躍升實

施計畫、法務部行政執行署107年02月06日行執秘字第

10700509050號函頒「法務部行政執行署107年度為民服

務不定期考核執行計畫」，本分署繼續實施「服務躍升

實施執行計畫」，精進本分署同仁「司法為民」之服務

理念，透過創新與強化為民服務作為，落實全方位優質

服務，積極提升法務機關親民形象與公信力之目標。 

2. 本分署組成「為民服務考核小組」，至少每半年召開1 

次，由胡主任行政執行官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由各科

執行官、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統計室主任、秘書

室主任、專員組成，對本分署員工(含移送機關派駐人

員、委外人員、司法志工及替代役役男)進行考核。不

定期考核所發現應改進事項及具有供他科室參考改進之

特殊服務措施，將於考核後於主管會報提出檢討。並依

本分署所訂頒「為民服務獎懲要點」辦理獎懲，移送機

關派駐人員得函請該機關參考。 

3. 本分署108年度訂定民意調查計畫-「為民服務暨政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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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問卷調查」，每日由志工以簡單隨機抽樣方式，對義務

人現場分發問卷，依據問卷調查結果，每半年統計各項

滿意度，作為本分署為民服務參酌數據。其內容包含： 

(1)志工、替代役役男、委外人力及業務承辦人員服務

態度。 

(2)洽辦的時間花費。 

(3)洽公環境、服務措施滿意度。 

(4)解答諮詢、服務流程及處理效率滿意度。 

(5)員工操守。 

(6)有無他人以本分署名義詐取財物。 

4. 由本分署組成「為民服務考核小組」以每半年自我考核

為原則，檢討現行為民服務工作廣度深度，並針對民眾

需求主動協調整合性質重覆或相關聯服務工作。(例如：

成立單一窗口以服務民眾)，並將考核結果呈請分署長

核閱，以作為提昇本分署為民服務之參酌。 

四、服務評價 

(一)服務滿意情形 

1. 依108年1-6月份「108年為民服務暨政風狀況問卷調查」

之三結果顯示：民眾認為本分署現場接待之志工、警衛

或替代役男的服務態度，問卷70位，很滿意為2位、滿

意61位、普通7位、不滿意0位、非常不滿意0位，滿意

度為90.00%。 

2. 依108年1-6月份「108年為民服務暨政風狀況問卷調查」

之四結果顯示：民眾認為本分署業務承辦人員的服務態

度，問卷70位，很滿意為3位、滿意59位、普通7位、不

滿意1位、非常不滿意0位，滿意度為88.57%。 

3. 依108年1-6月份「108年為民服務暨政風狀況問卷調查」

之六結果顯示：民眾認為本分署提供的洽公環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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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如：動線規劃、服務項目及人員標示、書寫桌及

飲水機等)，問卷70位，很滿意為2位、滿意58位、普通

8位、很不滿意2位，滿意度為85.71%。 

4. 依108年1-6月份「108年為民服務暨政風狀況問卷調查」

之七結果顯示：民眾認為本分署提供的解答諮詢、服務

流程及處理效率，問卷70位，很滿意為2位、滿意58位、

普通10位、很不滿意0位，滿意度為85.71%。 

5. 依108年1-6月份「108年為民服務暨政風狀況問卷調查」

之八結果顯示：本分署員工有無故意刁難或暗示、要求

送禮等操守不佳的事情，問卷70位均答：無。 

6. 依108年1-6月份「108年為民服務暨政風狀況問卷調查」

之九結果顯示：有無不明人士以本分署名義與解決執行

案件為由，向你詐取財物，問卷70位均答：無。 

7. 依108年1-6月份「108年為民服務暨政風狀況問卷調查」

之十結果顯示：你對本分署整體廉政形象滿意度，問卷

70位，很滿意為4位、滿意58位、普通8位，滿意度為

88.57%。 

8. 依108年度「員工(正職同仁)滿意度暨廉政問卷調查」

之一結果顯示：您對本機關硬體設施是否滿意，問卷41

位，很滿意為7位、滿意14位、可接受15位、不滿意3位、

很不滿意2位、沒意見0位，滿意度為87.80%。 

9. 依108年度「員工(正職同仁)滿意度暨廉政問卷調查」

之二結果顯示：您對本機關行政管理措施是否滿意，問

卷41位，很滿意為9位、滿意14位、可接受14位、不滿

意2位、很不滿意2位、沒意見0位，滿意度為90.24%。 

10. 依108年度「員工(正職同仁)滿意度暨廉政問卷調查」

之三結果顯示：您對本機關行政效率是否滿意，問卷

41位，很滿意為9位、滿意14位、可接受14位、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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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很不滿意2位、沒意見0位，滿意度為90.24%。 

11. 依108年度「員工(正職同仁)滿意度暨廉政問卷調查」

之四結果顯示：您覺得本機關的相關行政程序是否透

明，問卷41位，很透明9位、透明12位、可接受14位、

不透明3位、很不透明2位、沒意見0位，透明度為

85.37%。 

12. 依108年度「員工(正職同仁)滿意度暨廉政問卷調查」

之五結果顯示：您對本機關組織文化是否認同，問卷

41位，很認同為6位、認同17位、可接受13位、不認同

3位、很不認同2位、沒意見0位，認同度為87.80%。 

13. 依108年度「員工(正職同仁)滿意度暨廉政問卷調查」

之六結果顯示：您對本機關整體清廉度是否滿意，問

卷41位，很滿意為15位、滿意12位、可接受位13、不

滿意0位、很不滿意1位、沒意見0位，滿意度為97.56%。 

14. 依108年度「員工(正職同仁)滿意度暨廉政問卷調查」

之七結果顯示：您對本機關現有勤務（業務）分配是

否滿意，問卷41位，很滿意為8位、滿意10位、可接受

16位、不滿意5位、很不滿意2位、沒意見0位，滿意度

為82.93%。 

15. 依108年度「員工(正職同仁)滿意度暨廉政問卷調查」

之八結果顯示：您覺得本機關之申訴管道是否有發揮

效用，問卷41位，很有效用為7位、有效用21位、不太

有效用5位、沒有效用1位、沒意見7位，有效用度為

68.29%。 

(二) 意見回應處理情形 

   1. 本分署製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首長與民有

約要點」、「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民眾抱怨處理

程序要點」、「人民陳情案件標準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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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立民意信箱，利用電子郵件方式，提供民眾諮詢及

申訴管道。如係陳情案件，即登入陳情案件追蹤列管，

由承辦人於5日內回覆陳情人，108年1~6月份共計15

件。涉行政興革之建議3件，行政權益之維護7件，行

政法令之查詢1件，行政違失之舉發4件。與執行業務

相關12件，與行政業務相關3件，於6日內函復陳情人

13件，6日以上未滿15日函復陳情人2件，超過15日以

0件。 

3. 本分署成立陳情案件檢討分析小組，由人事室人事管

理員、秘書室專員及科員擔任陳情案件檢討分析小組

成員，並由人事室人事管理員擔任召集人，每三個月

開會檢討1次，就陳情內容加以整理、檢討與分析，

作成紀錄陳核分署長，並將應改進事項，會辦各科室

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