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親民服務執行計畫
100年 6月 2 日訂定

102年 4月 11日修訂

103年 2月 25日修訂

104年 2月 12日修訂

  104年 12月 29日修訂

108年 05月 28日修訂

111年 04月 12日修訂

壹、 計畫依據

依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對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業務執行績效督導考核要

點及107年 12月 14日新北地秘字第1072403745號函辦理。
貳、 實施目的

為加強第一線為民服務工作，使服務更臻完善，透過具體行動，展

現親民禮賓的服務，同時提昇民眾滿意度。

參、 實施對象：本所第一線為民服務同仁。。

肆、 實施內容：

肆.一、 便民服務設施

(一) 書寫桌(提供書寫文具﹝含紙、筆﹞、印臺及老花眼鏡)

(二) 取號機(含簡易簡易案件辦理流程即時顯示)：設有叫號系統及簡

易案件辦理流程即時顯示服務。

(三) 茶水設備：於民眾等候區或入口處附近設置茶水設備，以飲水機

及扁紙杯為主。

(四) 影印機或清楚標示提供申辦案件免費影印。

(五) 民眾查詢電腦、免費上網區或清楚標示免費上網方式（含 wifi環

境）

(六) 公用電話或電話借用服務。

(七) 服務資訊整齊清楚、無過期（含公佈欄、文宣品、海報、跑馬燈

等）。

(八) 申請書表及填寫範例：提供各類正確性申請填寫範例及空白申請

書表。

(九) 服務環境應符合下列要求：

1.應設置無障礙設施（如斜坡道、專用停車位、服務鈴、輪椅、身

障專用盥洗室等），並應保持其使用功能及整齊清潔。

2.應設置哺（集）乳室供民眾使用，並有明確標示及用品充足。

3.應設置服務臺且有專人提供諮詢服務，且應標示服務時間、服務

項目、服務臺或服務人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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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層及方向指引標示應正確，易於辨識。

5.應設置意見箱、筆及意見調查表（附件一）於明顯處，並隨時回

應民眾意見。

6.申辦動線應符合民眾使用習慣。

7.入口處服務中心及申辦業務櫃檯標示應清楚，並配置服務人員職

名牌。

8.民眾洽公地點(含機關週圍走道)應明亮、整潔、舒適並綠美化環

境。

9.等待地點需備有充足座椅、飲水並視狀況提供書報閱覽。

10. 廁所：廁所地板無濕滑、清潔無臭味、設有置物設備、洗手乳、

衛生紙等，點檢表能依時點檢，並應維持整潔。

11.為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機關標示（包括大門、側門處服務時間

﹝含中午不打烊﹞、服務中心、服務櫃臺及其編號、職名牌、

各項便民服務設施、樓層指引標示等）應統一使用中英雙語標

示。

12.機關外設有服務鈴且功能操作正常(本項若因機關目前建築主體、

空間限制經研議確有設置困難者，經報備上級機關後，暫免與

設置)。

13.揭示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限及清楚標示服務流程。

肆.二、 開(收)工儀式

(一) 開(收)工前十分鐘以語音廣播方式進行。

1.語音廣播形式：

（1.1） 開(收)工前十分鐘：第一次廣播預告

（1.2） 開(收)工前五分鐘：第二次廣播預告

（1.3） 開(收)工前一分鐘：第三次廣播預告

（1.4） 開(收)工語

2.語音廣播內容：開收工內容經主管同意，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

(二) 開(收)工時間

開工時間為每日早上8點30分，收工時間為每日下午 5點 30分。

肆.三、 人力配置及工作事項

(一) 值星官

1.1. 值星官由編制內人員輪流擔任。

1.2. 值星官應著整齊服裝，並佩戴臂章及識別證於明顯處。

1.3. 工作項目如下：

（1）設備檢查：值星官應於8點25分前完成檢查應備服務事項之

完臻，並確實填寫於值星官紀錄表 (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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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帶領精神喊話：值星官應於開工時帶領同仁精神喊話。 

（3） 大門迎賓及走動式服務。

（4） 突發事件及民眾反應事項之處理：

a.  機關遇有突發事件或民眾反應事項時，值星官應立即主

動 處理，並將突發或民眾反應事件之時間、內容及處理

情形詳細填寫於值星官紀錄表內，並每日予以陳核該督

導主管。

b.  如遇值星官無法獨立處理之突發事件或民眾反應事項時

應請督導主管協助處理，並將突發或民眾反應事件之時

間、內容及處理情形詳細填寫於值星官紀錄表內。

c.  如遇值星官及督導主管均無法處理之突發事件或民眾反

應事項時，應安排主任與民有約審慎處理。

(二) 服務人員

a.1.  服務人員應著整齊服裝且勿穿拖鞋及佩戴識別證於明顯

處。

a.2. 工作項目依走動式服務及第一線櫃檯服務分述如下：

（1）走動式服務(大門迎賓)

(a) 除主任、秘書、主管、人事、會計、收費人員及服

務中心、單一審查、領件、綜合收件櫃檯人員不排

走動式服務外，原則為全所同仁輪值排班。

(b) 另各業務課同仁因離職、調任、懷孕或長期傷病不

克走動等因素，除因傷病不克走動者需提證明由研

考列管外，應於排班表確定前告知研考修正。

(c) 如遇因值班、休假、出差等個人因素屆時無法走動

者，應自行協調調換，並於調換完畢後告知服務中

心同仁，以利控管排班表正確性。

(d) 倘人員該到勤而未到勤者，將通知該業務課主管處

理，並由該業務課主管選定人員代替值勤。

a. 服務位置：鄰近門口民眾顯而易見處，並以走動式主動

服務。

b. 問候用語：掌握民眾進入辦公廳舍關鍵 15秒主動向其民

眾微笑、打招呼，並給予適當之引導，例：早（午）安，

您好。請問要辦理什麼。

c. 服務手勢：搭配明顯之服務手勢（手指併攏手心向上約

65度角），適時將民眾引導至正確櫃檯或場所，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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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號櫃檯、請至書寫桌、請坐…等。

d. 結束用語：對欲離開之民眾微笑、點頭示意，並搭配適

當用語，例：請慢走，再見！、歡迎下次再來…等。

e. 服務態度：服務人員應抱持熱忱態度且耐心有禮應答。

（2）第一線櫃檯服務(櫃檯迎賓) 

a.服務人員於開工前一分鐘應做好服務工作前的準備，如就

迎賓位置、櫃檯作業的預備及閱讀最新訊息、於櫃檯前放

置名牌等事項。

b.開工時就櫃檯前隨值星官精神喊話。

c.問候用語：親切、主動並微笑問候民眾，例：早（午）安

您好、請問要辦理什麼…等。

d.等候用語：處理民眾之業務需花費稍長時間時之用語，例

請您稍等一下、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等。

e.結束用語：

(a)處理完民眾業務應雙手遞交民眾資料，如零錢放置零

錢盤中遞交、印章擦拭乾淨後裝袋或裝入印章盒後遞交

…等。

(b)處理完民眾業務時之用語，例：您的資料請您核對、

歡迎下次再來、請慢走，再見！…等。

肆.四、 櫃檯管理：

(一) 應保持整潔及具一致性，並至少備有下列物件：

1.服務人員職名牌（含代理人姓名）；提供單一綜合櫃檯申辦

  者免提供代理人姓名。

2.離座時應放置「暫停服務」、「請洽鄰近櫃檯辦理」或「代理窗

口」。

3.意見調查表。

4.便條紙、筆。

(二) 服務時間除依機關服務時間外，中午亦應指定人員輪值，以方便

民眾洽辦。

(三) 櫃檯業務課應視現場民眾之等候狀況，備有因應措施或增派服務

人力之機制，避免發生等候過久之情形。

肆.五、 辦公秩序：

櫃檯人員或其代理人員於服務時間嚴禁以下事項：

(一) 飲食

(二) 非公務需要之上網

(三) 閱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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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化妝

(五) 群聚聊天

(六) 其他影響民眾洽公及服務形象之行為

伍、 服務考評

一、三級品管

(一)一級品管：每月5日前由服務人員填寫迎賓服務自評表(附件三)。

(二)二級品管：查核頻率為每天 1次，由各課課長每週輪班進行查核，

並將查核結果填寫於主管查核表(附件四)。 

(三)三級品管：

1.每月10日前呈報：將一、二級品管查核結果呈報主任。

2.每季後 10日內呈報：將一、二級品管查核成果與意見表季資料綜

合匯整後製作滿意度分析，呈報主任。

二、教育訓練及遴選優良人員

(一) 每季第 1至 2週進行「活力總動員」，全體同仁到大廳參加精神

喊話，並 由各課輪流示範為民服務實態演練。

(二) 業務課應運用內部會議不定期自行舉辦「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上課內容包括全功能收件櫃檯教育訓練、紓解顧客抱怨的方法、服

務禮儀與電話禮貌、民眾常見問題Q&A等。

(三) 每月統計親民服務意見調查表最佳服務人員，票數最多者公布於

本所網站。

陸、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親民服務執行計畫─親民服務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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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親民服務執行計畫─值星官紀錄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備妥及完

善

檢查項目

是 否
待改進之櫃檯人

員或原因

1. 各項行政設備及便民服務設施是否擺放整齊

清潔及補充?
□申辦座椅、等候座椅充足並提供書報閱覽

□書寫桌【含筆、紙、印臺、膠水、擦拭紙、訂書機

(針)、便條紙（書寫桌及電話書寫台）及老花眼鏡】

□取號機  □影印機  □公用電話或電話借用服務

□民眾查詢電腦、清楚標示免費wifi上網方式

□茶水設備：飲水機、茶水(含扁紙杯)

□意見箱、意見調查表及筆

□服務資訊整齊清楚、無過期(含公布欄、跑馬燈、文宣

品、海報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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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架、立牌。

2. 申請書表、填寫範例及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

限
□各類登記案件申請須知及填寫範例□測量案件填寫範

例、□各類登記法令專簿□常用土地登記案件填寫範例□

各類問與答□各類文宣資料等。

□ □

3.服務人員服裝儀容、識別證及櫃檯雙語名牌

是否備妥？
□ □

4.語音廣播、愛心鈴是否已備妥及正常使用無

誤？
□ □

      紀錄項

目

時間

突發或民眾反應事件 處理情形說明

１
上（下）午

時    分

２
上（下）午

時    分

３
上（下）午

時    分

值星官：                               督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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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親民服務執行計畫─櫃檯迎賓服務自評表

評核日期：           職務：          姓名：              總分

檢核

項目
評分說明 得分 建議事項

1.

迎接之

服務禮

節(25

分)

□ 服務人員主動問候民眾，並充份運用問候語。

(您好，請問要辦理什麼案件？) (15分)

□ 態度為親切熱忱的或者是笑容可掬的。(10分)

2.

服務過

程之服

務禮節

(30分)

□ 服務人員因需離座取得資料或同時接電話，民眾

需等候時，充份運用問候語。(※等候語：請您

稍等一下、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

□ 態度為親切熱忱的或者是笑容可掬的。

以上項目各15分

3.

道別之

服務禮

節(25

分)

□ 服務人員主動道別民眾，並充份運用問候語。

(您的資料，歡迎下次再來，請慢走，再見！)

(15分)

□ 態度為親切熱忱的或者是笑容可掬的。(10分)

4.

櫃檯整

潔清潔

(20分)

□ 櫃檯除依規定辦公用品外，無擺放任何個私人物

品。(5分)

□ 辦公用品依規定擺放。(5分)

□ 桌面及周邊無灰塵。(5分)

□ 下班後桌面收拾乾淨。(5分)

5.

違規事

項(扣

分)

□ 飲食
□ 非公務需要之上網
□ 閱讀書報
□ 化妝
□ 群聚聊天
□ 其他影響民眾洽公及服務形象之行為
以上項目各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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