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基隆市區公所實施 TQM員工滿意度問卷調查 
 敬愛的區公所先進，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中填寫本問卷，為深入探討「全面品質管理應用於提升區公
所服務品質之研究：以基隆市為例」，爰擬定本問卷，希望藉此了解各區公所員

工對該所實施 TQM的助益性及滿意度之情形。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寫內容僅供學術性之研究，不另作其他之用途，
請就您個人實際的體驗與感受真實填答，您的寶貴意見與看法，對本次研究結

果，具有相當關鍵與影響與價值。最後，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並祝頌時祺。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研 究 生：吳 靜 宜  敬上 
                             指導教授：孫 本 初  博士 
 
   

  以下各問項之實施：(一)全面品質管理對提升區公所服務品質是否有助益？(二)
本所實施現況，您的滿意度為何？請分別在五個選項中勾選一個您認為最適合的

答案。 
                                           (一)非有無無非  (二)非滿無不非 

                                               常      常      常      常 

                                               有助意助無          意滿不 

                                               助      助      滿      滿 

                                               益益見益益      意意見意意 

一、以顧客為導向的經營理念                                
1推動「以客為尊」、「以顧客為導向」的施政理念。      □□□□□     □□□□□ 
2重視員工之需求與滿足方面。                        □□□□□     □□□□□ 
3提供完善服務設施、優雅洽公環境。                  □□□□□     □□□□□ 
4重視員工的福利方面。                              □□□□□     □□□□□ 
5重視服務台服務及電話禮貌方面。                    □□□□□     □□□□□ 
 
二、高階管理人員的支持與領導 
1領導階層的支持及積極參與提升全面服務品質。        □□□□□      □□□□□ 
2首長對本所”共同願景”及”服務宗旨”之宣示。           □□□□□      □□□□□ 
3主管之領導與管理風格方面。                         □□□□□      □□□□□ 
4工作業務充份授權方面。                             □□□□□      □□□□□ 
5溝通管道是否暢通方面。                             □□□□□      □□□□□ 
6業務推動或受理案件發生困難或衝突時，主管協助。     □□□□□      □□□□□ 
 
三、全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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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讓員工參與決策，共同擬定組織及單位目標。          □□□□□       □□□□□
2「參與及建議制度」之實施。                       □□□□□       □□□□□ 
3實施志工制度，投入公共服務行列。                  □□□□□       □□□□□ 
4善用社會資源(如傳播媒體、報紙、地區有線電視)     
作各項政令宣導。                                   □□□□□       □□□□□ 
 
四、持續不斷的改善 
1持續不斷的改善服務品質，以符合民眾需求方面。      □□□□□       □□□□□ 
2簡化作業流程，縮短民眾申辦時間方面。              □□□□□       □□□□□ 
3訂定「服務規範」，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       □□□□□ 
4５S(整理、整頓、清掃、清潔、教養)環境運動。        □□□□□       □□□□□ 
5建立學習型組織方面。                              □□□□□       □□□□□ 
  
五、重視團隊合作 
1實施品管圈(團結圈)方面。                          □□□□□       □□□□□ 
2團結合作表現方面。                                □□□□□       □□□□□    
3同仁對本所之認同感、凝聚力方面。                  □□□□□       □□□□□ 
4良好組織文化方面。                                □□□□□       □□□□□                 
5成立各種團隊組織(如危機處理小組、機動支援小組…  
.等方面)完成組織任務。                              □□□□□       □□□□□ 
 
六、激勵員工方面 
1公平處理員工權益(如升遷、考核、考績、獎懲) 方面。 □□□□□       □□□□□ 
2適時舉辦文康活動、舒解員工壓力。                  □□□□□       □□□□□ 
3改善辦公硬體設備(如 OA辦公室、電腦設備更新         
、公務機車)方面。                                   □□□□□       □□□□□     
4區公所人員職務列等提高，對行政革新是否有助益？ 
 對目前區公所人員職務列等是否滿意？              □□□□□       □□□□□  
 
  
七、教育訓練 
1本所或市政府辦理”全面品質管理”講習。             □□□□□       □□□□□ 
2教育訓練之實施方面。                             □□□□□       □□□□□ 
3區公所業務觀摩方面。                              □□□□□       □□□□□ 
4行政法令專業訓練方面 。                           □□□□□       □□□□□   
5電腦課程之訓練(例如：電腦操作、中文輸入法等等)。  □□□□□       □□□□□ 
6為民服務及環境清潔考核對提升服務品質有否         
助益？對目前考核方式是否滿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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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您的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性別： □男   □女 
2.請問您的年齡：□20歲(含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3.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 專科 □ 大學 
          □研究所以上 
4.您在區公所的工作年資：□未滿 3年 □3﹏5年 □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0年以上 
5.您在行政機關的工作年資：□未滿 3年 □3﹏5年 □6﹏10年 □11﹏15年 
             □16年以上 
6.您目前的職稱：□主管  □非主管 
7.是否曾在私人機關服務過？ □有  □無 
    
 

問卷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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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基隆市區公所洽公民眾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先生(小姐)您好：為落實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提升區公所的服務品質，我們
設計以下問卷，希望藉由您的協助勾選，透過問卷表達對區公所各項施政的滿意
程度，以作為提升區公所服務品質之努力方向。本問卷採不計名方式填寫，請安
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非滿尚無不有 
                                                                  
常意可意滿待 
                                                                  
滿     見意改 
                                                                     
意          進 
一、您對區公所的引導設施(位置圖、標示牌)的滿意程度。⋯⋯⋯⋯. 

二、您對區公所各項辦事流程標示的滿意程度。⋯⋯⋯⋯⋯⋯⋯⋯⋯ 

三、您對區公所洽公空間的滿意程度。⋯⋯⋯⋯⋯⋯⋯⋯⋯⋯⋯⋯⋯ 

四、您對區公所設置洽公停車位(汽機車)的滿意程度。⋯⋯⋯⋯⋯⋯. 

五、您對區公所等候設施(座椅、書報)的滿意程度。⋯⋯⋯⋯⋯⋯⋯. 

六、您對區公所服務台設置(地點、人員數)的滿意程度。⋯⋯⋯⋯⋯. 

七、您對區公所洗手間整潔的滿意程度。⋯⋯⋯⋯⋯⋯⋯⋯⋯⋯⋯⋯ 

八、您對區公所辦公廳舍設施、環境綠美化的滿意程度。⋯⋯⋯⋯⋯ 

九、您對區公所設置殘障斜坡道及愛心服務鈴的滿意程度。⋯⋯⋯⋯ 

十、您對工作人員的服裝儀容整潔的滿意程度。⋯⋯⋯⋯⋯⋯⋯⋯⋯ 

十一、您對工作人員服務禮貌的滿意程度。⋯⋯⋯⋯⋯⋯⋯⋯⋯⋯⋯ 

十二、您對工作人員主動服務的滿意程度。⋯⋯⋯⋯⋯⋯⋯⋯⋯⋯⋯ 

十三、您對工作人員辦事效率(等候時間)的滿意程度。⋯⋯⋯⋯⋯⋯. 

十四、您對工作人員正確回應問題的滿意程度。⋯⋯⋯⋯⋯⋯⋯⋯⋯ 

十五、您對服務台人員提供服務的滿意程度。⋯⋯⋯⋯⋯⋯⋯⋯⋯⋯ 

十六、您對區公所各項政令宣導的滿意程度。⋯⋯⋯⋯⋯⋯⋯⋯⋯⋯ 

十七、您對區公所值星人員提供服務的滿意程度。⋯⋯⋯⋯⋯⋯⋯⋯ 

十八、您對區公所建議箱處理的滿意程度⋯⋯⋯⋯⋯⋯⋯⋯⋯⋯⋯⋯ 

十九、您對區公所處理申訴的滿意程度。⋯⋯⋯⋯⋯⋯⋯⋯⋯⋯⋯⋯ 

二十、您對區公所整體服務品質的滿意程度。⋯⋯⋯⋯⋯⋯⋯⋯⋯⋯ 

二十一、請問您對區公所服務有其他寶貴意見嗎？如有建議，請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資料： 

1、 本問卷由：囗受訪者本人回答 囗他人輔助回答 
2、 性別：囗男 囗女 
3、 年齡：囗20歲以下 囗20﹏24 囗25﹏29 囗30﹏34 囗35﹏39 囗40﹏44 

            囗45﹏49囗50﹏54囗55﹏59囗60歲以上 

4、 職業：囗軍 囗公 囗教 囗 商 囗農 囗服務業  囗工   囗其它(請註明)____ 
5、 教育程度：囗研究所(含以上)囗大學、大專(含軍警)囗高中(職)囗國中及國小 
6、 每月所得：囗20000元以下 囗20000﹏29999元 囗30000﹏39999元 

                 囗40000﹏49999元 囗50000﹏59999元 囗60000﹏69999元 

                 囗7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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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所居住的地區(請註明)：基隆市_______________區           
             問卷結束，再次謝謝您的合作與支持！                                         

附錄三、基隆市區公所員工針對「區公所實施 TQM之助益性 」問卷

調查對照表 

一、以顧客為導向的經營理念                                
Var01推動「以客為尊」、「以顧客為導向」的施政理念。           
Var02重視員工之需求與滿足方面。                              
Var03提供完善服務設施、優雅洽公環境。                       
Var04重視員工的福利方面。                                  
Var05重視服務台服務及電話禮貌方面。                          
 
二、高階管理人員的支持與領導 
Var06領導階層的支持及積極參與提升全面服務品質。             
Var07首長對本所”共同願景”及”服務宗旨”之宣示。                 
Var08主管之領導與管理風格方面。                              
Var09工作業務充份授權方面。                                  
Var10溝通管道是否暢通方面。                                 
Var11業務推動或受理案件發生困難或衝突時，主管協助。          
 
三、全員參與 
Var12讓員工參與決策，共同擬定組織及單位目標。              
Var13「參與及建議制度」之實施。                             
Var14實施志工制度，投入公共服務行列。                      
Var15善用社會資源(如傳播媒體、報紙、地區有線電視) 作各項政令宣導。                        
 
四、持續不斷的改善 
Var16持續不斷的改善服務品質，以符合民眾需求方面。         
Var17簡化作業流程，縮短民眾申辦時間方面。                  
Var18訂定「服務規範」，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Var19５S(整理、整頓、清掃、清潔、教養)環境運動。            
Var20建立學習型組織方面。                                 
  
五、重視團隊合作 
Var21實施品管圈(團結圈)方面。                              
Vor22團結合作表現方面。                                       
Var23同仁對本所之認同感、凝聚力方面。                      
Var24良好組織文化方面。                                                                 

 172



Var25成立各種團隊組織(如危機處理小組、機動支援小組… .等方面)完成組織任務。                
六、激勵員工方面 
Var26公平處理員工權益(如升遷、考核、考績、獎懲) 方面。     
Var27適時舉辦文康活動、舒解員工壓力。                     
Var28改善辦公硬體設備(如 OA辦公室、電腦設備更新、公務機車)方面。                         
Var29區公所人員職務列等提高，對行政革新是否有助益？ 
     對目前區公所人員職務列等是否滿意？    
七、教育訓練 
Var30本所或市政府辦理”全面品質管理”講習。                 
Var31教育訓練之實施方面。                                  
Var32區公所業務觀摩方面。                                 
Var33行政法令專業訓練方面 。                                
Var34電腦課程之訓練(例如：電腦操作、中文輸入法等等)。    
Var35為民服務及環境清潔考核對提升服務品質有否助益？ 
     對目前考核方式是否滿意？                      
 
 
八、您的基本資料 
Var36請問您的性別： □男   □女 
Var37請問您的年齡：□20歲(含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Var38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 專科 □ 大學 
                       □研究所以上 
Var39您在區公所的工作年資：□未滿 3年 □3﹏5年 □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0年以上 
Var40您在行政機關的工作年資：□未滿 3年 □3﹏5年 □6﹏10年 □11﹏15年 
                              □16年以上 
Var41您目前的職稱：□主管  □非主管 
Var42是否曾在私人機關服務過？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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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基隆市區公所員工針對「區公所實施 TQM之滿意度」問卷

調查對照表 

一、以顧客為導向的經營理念                                
Var43推動「以客為尊」、「以顧客為導向」的施政理念。           
Var44重視員工之需求與滿足方面。                              
Var45提供完善服務設施、優雅洽公環境。                       
Var46重視員工的福利方面。                                  
Var47重視服務台服務及電話禮貌方面。                          
 
二、高階管理人員的支持與領導 
Var48領導階層的支持及積極參與提升全面服務品質。             
Var49首長對本所”共同願景”及”服務宗旨”之宣示。                 
Var50主管之領導與管理風格方面。                              
Var51工作業務充份授權方面。                                  
Var52溝通管道是否暢通方面。                                 
Var53業務推動或受理案件發生困難或衝突時，主管協助。          
 
三、全員參與 
Var54讓員工參與決策，共同擬定組織及單位目標。              
Var55「參與及建議制度」之實施。                             
Var56實施志工制度，投入公共服務行列。                      
Var57善用社會資源(如傳播媒體、報紙、地區有線電視) 作各項政令宣導。                        
 
四、持續不斷的改善 
Var58持續不斷的改善服務品質，以符合民眾需求方面。         
Var59簡化作業流程，縮短民眾申辦時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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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60訂定「服務規範」，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Var61５S(整理、整頓、清掃、清潔、教養)環境運動。            
Var62建立學習型組織方面。                                 
  
五、重視團隊合作 
Var63實施品管圈(團結圈)方面。                              
Var64團結合作表現方面。                                       
Var65同仁對本所之認同感、凝聚力方面。                      
Var66良好組織文化方面。                                                                 
Var67成立各種團隊組織(如危機處理小組、機動支援小組… .等方面)完成組織任務。                
六、激勵員工方面 
Var68公平處理員工權益(如升遷、考核、考績、獎懲) 方面。     
Var69適時舉辦文康活動、舒解員工壓力。                     
Var70改善辦公硬體設備(如 OA辦公室、電腦設備更新、公務機車)方面。                         
Var71區公所人員職務列等提高，對行政革新是否有助益？ 

對目前區公所人員職務列等是否滿意？    
七、教育訓練 
Var72本所或市政府辦理”全面品質管理”講習。                 
Var73教育訓練之實施方面。                                  
Var74區公所業務觀摩方面。                                 
Var75行政法令專業訓練方面 。                                
Var76電腦課程之訓練(例如：電腦操作、中文輸入法等等)。    
Var77為民服務及環境清潔考核對提升服務品質有否助益？ 
     對目前考核方式是否滿意？                      
 
 
八、您的基本資料 
Var36請問您的性別： □男   □女 
Var37請問您的年齡：□20歲(含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Var38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 專科 □ 大學 
                        □研究所以上 
Var39您在區公所的工作年資：□未滿 3年 □3﹏5年 □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0年以上 
Var40您在行政機關的工作年資：□未滿 3年 □3﹏5年 □6﹏10年 □11﹏15年 
                              □16年以上 
Var41您目前的職稱：□主管  □非主管 
Var42是否曾在私人機關服務過？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