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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研究假設驗證 

 
台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服務品質，經實證分析之後各研究假

設成立的狀況，整理如表 5-1中所示，經實證分析之後，發現僅

假設二不成立，也就是說台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服務品質經實證

分析後，發現並無 PZB 服務品質模式缺口一的情形發生，其他

假設一、假設三、假設四、假設五、假設六、假設七經驗證後均

成立，表示該處服務品質有 PZB 模式缺口二、缺口三、缺口四

及缺口五的情形存在。 

 
表 5-1研究假設成立狀況表 

假設項次 假設內容 結論 

假設一 民眾所期望的服務與民眾感受到的服務的認知有顯著差異（缺

口五存在）。 

成立 

假設二 民眾期望之服務的認知與稅捐處主管對民眾期望之服務的認

知有顯著差異（缺口一不存在）。 

不成立

假設三 稅捐處主管與稅捐處櫃檯執行服務的人員對民眾期望服務的

認知有顯著差異（缺口二存在）。 

成立 

假設四 稅捐處的服務品質規格與櫃檯服務人員對服務執行的認知有

顯著差異（缺口三存在）。 

成立 

假設五 稅捐處對外宣傳的服務與櫃檯服務人員對服務執行的認知有

顯著差異（缺口四存在）。 

成立 

假設六 民眾個人基本特質不同對服務品質認知有顯著差異。 成立 

假設七 稅捐處員工個人基本特質不同對服務品質認知有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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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發現 

 
經過對台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的服務品質問卷調查資料的實證分析與檢

驗之後，對台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的服務品質發現到以下的事實： 

 
一、該處服務品質存在 PZB服務品質模式缺口五的情形，也就是說民

眾對稅捐處期望的服務與實際感受到稅捐處的服務兩者之認知有

差異顯著情形存在，表示民眾對稅捐處的服務品質不是很滿意，

雖然該處曾獲得行政院研考會九十年度服務品質獎，但其服務尚

未達到民眾期望的服務品質，該處服務品質同時存在有 PZB服務

品質模式缺口二、缺口三、缺口四的情形。 

（一）有 PZB服務品質模式缺口二存在，是因為稅捐處直接服務

民眾的櫃檯服務人員對民眾服務的重視情形未能達到稅捐

處主管所期望的水準，服務人員可能在觀念上認為主管要

求的服務品質水準，在稅捐處服務能力上是不可行的。雖

然賦稅署訂有提昇稅捐處服務品質工作的指導方案，台北

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也制定為民服務白皮書，但大多的服務

工作尚無具體的服務規格及標準，以致櫃檯服務人員對主

管要求的服務品質水準，往往因服務人員不同認知差異，

使得服務品質缺乏一致的規格。因此透過櫃檯服務人員的

認知所提供的稅捐處服務品質規格和稅捐處主管所認知民

眾期望提供的服務就發生差距，造成了服務品質的缺口。 

（二）有 PZB服務品質模式缺口三存在，表示稅捐處的櫃檯服務

人員執行服務的品質尚未能按其所認知的服務規格來執

行。事實上民眾對稅捐處的服務印象主要是透過櫃檯服務

人員的表現，因此稅捐處需要具有專業能力及高工作效

能，並積極主動追求組織高品質服務目標的服務人員，才

能發揮強大的執行力。依資料實證檢驗，稅捐處服務的執

行存在品質的缺口，因此稅捐處對提升櫃檯人員的服務能

力仍需要加強，而且稅捐處是一個相當大組織，要形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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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個人的期望與組織目標能相互配合共同實現的組織環

境，尚待建立健全的團隊合作機制。 

（三）有 PZB服務品質模式缺口四存在，表示稅捐處實際提供的

服務，與民眾經由稅捐處對外溝通、宣傳所獲得的服務訊

息不是完全一致，致使民眾在接受實地服務時未能感受到

預期的服務水準，造成民眾對捐處服務品質的不滿意。由

於上級機關及主管對為民服務工作的積極推動，造成稅捐

處對外服務承諾的壓力，另外宣傳部門在服務工作的行銷

宣傳，與第一線服務人員在服務工作的執行認知往往發生

落差情形，致使宣傳有過度承諾的情形，造成民眾感受到

稅捐處服務品質不能符合期待水準，造成對稅捐處服務品

質的不滿意。 

 
二、由於稅捐處主管對民眾的服務，僅在「稅捐處應提供跨區服務使

民眾可就近申辦案件」此一服務因素存在 PZB服務品質模式中缺

口的情形，其餘的二十九項服務因素皆無 PZB服務品質模式缺口

的情形發生。表示稅捐處主管很重視民眾服務並能掌握民眾對稅

捐處服務的需求。係由於政府推動「政府再造」、「服務再造」

的策略是由上向下推動，各機關主管較能感受服務政策的重要性

與方向。 

調查資料顯示民眾對「跨區服務」的需求非常重視，民眾所

重視程度較稅務主管對該項服務工作的重視情形兩者認知之差異

已達顯著性，因此造成了稅捐處在該項服務因素的服務品質缺

口。「跨區服務」的工作雖然可能牽涉的問題較為複雜，執行較

為困難，因此稅捐處主管的態度較為遲疑，尚未積極推動。現今

電腦網路科技已經相當進步，應有助於稅捐處克服「跨區服務」

工作的困難，稅捐處主管不宜再抱遲疑的態度，應該要趕緊規劃

推動，以滿足民眾需求。  

 
三、經實證研究之後發現民眾對稅捐處服務品質的認知情形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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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各構面服務因素重視程度平均值為 4.52 顯示民眾對本

研究所提各服務構面因素非常重視，民眾對稅捐處各構面服務因

素實際感受滿意程度的平均值為 3.52 亦即民眾實際感受的服務和

期待的服務有差異存在，表示民眾還不是很滿意稅捐處目前的服

務品質。 

民眾認為最重要的服務構面係安全性和勝任性，同時亦為民

眾對稅捐處服務感受滿意程度較高的構面，因此認為稅捐處推動

的服務工作尚能掌握到民眾需求的方向。 

有形性和禮貌性相對而言是民眾認為是重要程度較為其次的

構面，民眾對稅捐處有形性服務的滿意程度蠻高的僅次於安全

性，表示台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對於有形性構面的服務措施推動

較為積極，這也可以說明了為什麼該處能得到九十年度行政院研

考會核定的服務品質獎。 

民眾對稅捐處的服務構面最不滿意的構面是瞭解性、反應

性、溝通性、可靠性，也就是說民眾認為服務人員對民眾的權益

不會優先考量，對民眾的問題不夠關心，稅捐處沒有主動詢問民

眾問題與意見，不能積極表現服務意願，不能快速回應民眾問題，

不能耐心的傾聽民眾陳述，不能一次就解決民眾問題。 

從民眾對稅捐處服務不滿意的因素，可以看出主要癥結有很

大成份涉及了租稅的強制特性，與租稅負擔造成民眾的痛苦感，

及民眾期待減稅或免稅的要求不能達成的不滿情緒。所以稅捐處

的服務人員在服務民眾時所面臨的困境是十分艱難的，主管在要

求提昇服務品質，或處理民眾抱怨事件時，應特別要注意服務人

員所承受的壓力，及執行服務工作的高難度任務。民眾對稅捐處

服務品質的認知情形分析如表 5-2及表 5-3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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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民眾對稅捐處各項服務構面的重視程度順序表 

重視程

度排序 
1 1 3 4 5 6 7 8 9 9 

構面別 勝任性 安全性 可靠性 信賴性 接近性反應性 瞭解性溝通性 禮貌性 有形性

平均值 4.63 4.63 4.60 4.57 4.51 4.50 4.49 4.44 4.43 4.43

 

 
表 5-3 民眾對稅捐處各項服務構面感到滿意程度順序表 

滿意程

度排序 
1 2 3 4 5 5 7 8 9 10 

構面別 安全性 有形性 勝任性 信賴性 接近性禮貌性 可靠性溝通性 反應性 瞭解性

平均值 3.78 3.71 3.60 3.56 3.53 3.53 3.52 3.39 3.37 3.27

 

 
四、經實證研究後發現民眾各項個人基本特質對服務品質因素的認知

差異情形簡述如下： 

由於民眾的年齡不同其生活經驗也大多不同，自然會影響其

對稅捐處期望服務的認知，實證資料分析亦顯示民眾對稅捐處服

務因素之重要程度的認知受個人年齡因素的影響最大，不同年齡

民眾之間彼此的認知有顯著性差異的因素最多，其次為教育程度

不同及職業是否為專業稅務代理人對服務因素的認知差異項目也

較多，至於性別不同的影響較小，不同地區洽公民眾對服務品質

因素之重要程度的認知則無差異。 

民眾對稅捐處各構面服務因素實際感受的情形，到總處洽公

與到分處洽公之民眾之間，對稅捐處各服務因素實際感受有顯著

性差異的項目最多，其次為年齡不同民眾對稅捐處服務的感受亦

有相當多項因素有顯著性差異，至於教育程度不同、職業是否為

專業稅務代理人、性別不同的民眾間亦對多項服務因素感受的認

知有顯著差異，表示民眾個人基本特質不同對稅捐處服務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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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會有影響。所以稅捐處在推動服務工作時，不能只從單一的

角度推行，應針對民眾各個特質的不同需求作適當的規劃。分析

如表 5-4所示： 

 
表 5-4 民眾個人基本特質不同對服務因素的認知有顯著性差異項目統計表 

個 人 基 本 特 質 變 項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

度別 
職業別 單位別

民眾期望服務之認知有顯著差異的因素項目數 5 25 12 9 0 

對服務感受之認知有顯著差異的因素項目數 10 25 17 17 28 

 
五、經實證研究之後發現稅捐處員工對服務品質的認知情形簡述如下： 

稅捐處員工對服務各構面因素的重視程度平均值為 4.26，雖

然數值稍低於民眾期望認知的 4.52，應是已相當重視對民眾的服

務，對服務執行的滿意程度平均值為 3.80 尚不是很滿意，但較民

眾感受滿意程度 3.52稍微高些。 

實證資料顯示稅捐處員工認為民眾最重視的服務構面為安全

性與勝任性，與民眾最重視的服務構面亦為安全性與勝任性相

同，顯示稅捐處尚能掌握民眾需求服務的方向。另外稅捐處員工

在各構面服務因素的執行的認知除安全性與民眾感受的認知同為

滿意程度較高的構面外，其餘構面的執行的認知情形和民眾的感

受情形並不是很一致，尤其是「瞭解性」、「反應性」、「溝通

性」、「可靠性」等構面服務因素民眾感受不是很滿意，顯示稅

捐處的服務人員在對民眾服務時宜更為用心的去了解民眾的需

求，對民眾表達更多的關懷，提供的服務應加強效率及正確性。

分析如表 5-5及表 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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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稅捐處員工對各服務構面的重視程度順序表 

重視程

度排序 
1 1 3 4 5 6 7 8 9 9 

構面別 安全性 勝任性 可靠性 信賴性 反應性 禮貌性 有形性 瞭解性 接近性 溝通性

平均值 4.37 4.36 4.33 4.29 4.26 4.25 4.23 4.18 4.17 4.16

 

 
表 5-6 稅捐處員工對各服務構面執行感到滿意程度順序表 

滿意程

度排序 
1 2 3 3 5 5 7 8 9 10 

構面別 安全性 信賴性 可靠性 禮貌性 有形性 反應性 溝通性 勝任性 接近性 瞭解性

平均值 3.93 3.86 3.84 3.84 3.83 3.83 3.76 3.75 3.74 3.67

 
六、經實證研究後發現稅捐處員工各項個人基本特質對服務因素的認知

差異情形簡述如下： 

稅捐處員工對各構面服務因素的重視程度因個人職務是否為

主管有最多項的差異，其次為年齡不同，教育程度不同也有多項

差異，性別不同則有較少項差異。 

稅捐處員工因年齡不同、職務不同及是在總處服務或在分處

服務，在各構面服務因素執行的認知有多項差異，性別不同也有

少數項目的差異，教育程度不同則對服務執行的認知沒有差異，

表示員工個人基本特質不同，對各項服務因素的重視與執行會有

認知的差異，統計如表 5-7 所示。 

 
表 5-7稅捐處員工個人基本特質不同對服務各因素的認知有顯著性差異項目統計表 

個 人 基 本 特 質 變 項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

度別 
職務別 地區別

對民眾期望服務之認知有顯著性差異的因素項目數 3 9 8 28 0 

對服務執行之認知有顯著性差異的因素項目數數 3 19 0 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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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對稅捐處服務品質的建議 

 
政府行政機關固然都有其行政目的和目標，稅務機關因此也有其

財政收入等行政目的，也有其應達成的稅收預算的任務，隨著民主化

浪潮的到來，民眾權力意識高漲，民眾要求政府高品質服務，已是所

有行政機關所必須面對的情勢，政府為爭取民眾的支持，促使各機關

以全面品質管理方法改進服務品質，以服務品質的提昇呈現卓越的施

政形象，是執政當局相當重要的策略運用。稅捐處的服務與民眾的接

觸面相當廣闊，是以稅務機關如何藉由對民眾的優質服務來行銷政府

的施政，應有其重要的影響層面。以下係本研究實證分析探討稅捐處

服務品質後的淺薄建議，竊盼對稅務機關服務品質的提昇有一點點的

助益。 

 
一、強化第一線服務人員對稅捐處的組織承諾 

第一線服務的公務人員是政府施政目標的最終詮釋者，更是

民眾心目的「政府」形象的直接來源，因此稅捐處的服務品質最

主要也是透過與民眾直接接觸的第一線服務人員呈現。本研究經

實證分析顯示稅捐處櫃檯執行服務的人員對服務的認知與執行，

與稅捐處主管要求的服務品質及民眾期望的服務品質都有差異。 

由於稅捐處服務民眾的工作必須藉由服務人員傳遞，為提昇

服務人員的服務品質，經本研究實證發現員工個人特質不同，對

服務品質的重視情形及執行情形會有差異。因此稅捐處主管必須

以人力資源管理的理念，來瞭解服務人員的觀念和態度，如員工

的工作價值觀是如何？服務人員的工作態度如何？員工的工作滿

足感的情形如何？透過對員工深入的瞭解，才能規劃正確適當的

訓練，來強化服務人員的組織承諾，使其接受並信仰稅捐處服務

民眾的價值，服務人員才會願意為稅捐處付出更多的心力達成稅

捐處的服務目標，也就是使服務人員將稅捐處服務的目標內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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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個人對稅捐處的組織承諾，才有可能使服務人員發自內心的追

求服務水準的提昇，為達到稅捐處的服務品質目標而努力。 

 
二、建立稅捐處的服務的目標與規格 

服務的全面品質管理，最基本的特色就在品質保證，因此稅

捐處必須深入的體察所處的情境，訂定組織的服務品質目標。由

本研究實證資料分析檢驗發現民眾個人特質不同，對稅捐處的服

務需求與感受會有差異，表示稅捐處必須依不同特質的民眾需

求，提供不同規格的服務，才能符合不同個別特質民眾對服務的

期待。 

因此必須蒐集調查服務標的民眾之各種相關屬性和特色資料

加以分析探討，以事先預防的思考模式，發展出機關的各項服務

的規格，並依民眾個別特質的需求規劃特定品質規格，例如對年

老或弱勢民眾則需更加強關懷照顧的服務特色。 

為使提供的服務品質有穩定的水準，應擬訂每一項作業的標

準程序提供服務人員據以執行，並要求服務人員確實遵行標準程

序，使提供的服務達到標準規格。經本研究實證發現稅捐處雖然

訂有為民服務白皮書，提供稅捐處服務的工作項目，但對於每個

服務項目應達到的服務品質規格及標準尚不是十分具體，建議稅

捐處必須發展出其自身的服務品質的規格與標準，才能對服務執

行的情形進行檢討與改進，全面服務品質的管理策略才有運作的

可能。 

 
三、以民眾導向的觀點進行服務品質的設計與考評 

民主國家政府存在之目的是服務人民和滿足人民的需求，政

府提供的服務若不是民眾所需要的將導致資源的浪費。由於稅捐

處稽徵的工作，往往造成民眾的犧牲感或痛苦感。稅捐處在規劃

服務時若能擴大民眾參予的機會，不僅將民眾視為顧客，更要與

民眾互為主體共同合產稅捐處的服務工作，不僅可推動符合民眾

期望的服務措施，並可以激發民眾的公民意識，建立民眾納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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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價值觀，降低甚至消除民眾納稅的痛苦感。 

由於稅捐處的服務是要提供符合民眾需求的服務，因此應重

視民眾是稅務服務工作的監督與考評者，除了從政府推動政策由

上而下的管理角度來進行稅捐處服務工作的考評外，更要蒐集民

眾對稅捐處服務的感受和意見來考評機關及服務人員的服務績

效。經本研究實證資料分析，顯示民眾對稅捐處在「關懷性」與

「溝通性」等構面因素的服務感受不是很滿意，建議稅務機關應

廣泛普遍的進行民眾對稅捐處服務工作的意見調查，從服務的接

受者與需求者角度進行稅捐處服務品質的考評，虛心並確實的接

受民眾的意與考評，才能探究出稅捐處提供服務品質的實際情況。 

 
四、持續的檢討與改進服務品質 

全面品質管理是奠基於不斷改善為基礎的哲學思維，因此必

須持續的分析服務的過程與結果，改善服務的效能，降低服務過

程中的差異性與不穩定性，事前就要能確定每一個服務的品質，

並屏除、防範錯誤的發生。 

服務的全面品質策略應尋求全員的支持、投入與承諾，要不

斷的與外界環境維持良好的互動，俾能即時回應環境情勢及民眾

的需求。因此主管必須要有「過程導向」的思考方式，及進行「以

人為導向」的持續改善活動，重視教育和訓練及激勵員工的工作，

培養服務人員正確的服務品質理念，使稅捐處員工發揮團隊力

量，達到持續改善的高服務品質績效，建立優質服務的組織文化，

才能確保提供的服務品質符合民眾的期待。 

 
貳、後續研究建議 

 
一、增加質化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服務品質的衡量上，採 SERVQUAL量表為基礎所發

展的稅捐處服務品質量表來衡量台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的服務品

質，係屬於服務品質量化的研究，雖然在設計研究量表時也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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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詢問專家及相關人士意見以為參考，但因時間及資源的限

制，在研究方法上並未採用質化的方法進行研究，由於服務品質

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人」，而且是對「知覺」進行研究，質化研究

亦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在量表的發展過程中，

加上質化的方法，例如與稅捐處員工、民眾進行焦點團體討論，

可以在以下兩方面有助於改進調查問卷的設計：1.有助於獲得受訪

者不同的經驗和認識，探討人們受訪情境，發展出更有意義的問

項，並可以檢驗相關研究假設，2.評估問卷調查的遣詞用字，以及

人們對語言或概念理解的方式。另建議問卷設計增加開放式問

項，受調查者的想法和意見與感受的說明是我們不能忽略的服務

品質內容，應可助於對服務品質問題研究作更深入的探究。 

 
二、發展稅捐處服務品質的專業量表 

由於納稅是人民的義務，稅捐處的服務工作與大多數民眾息

息相關，經過文獻的檢閱發現國內已有數篇論文對若干個稅捐處

的服務品質或稅捐處服務滿意度進行研究，大多對稅捐處服務品

質衡量提出量表，建議後續研究者能夠繼續投入各稅捐處服務品

質的實證研究，並整合發展出稅捐處服務品質的專業量表，設定

適合稅捐處服務特性的衡量構面，作為稅務機關服務的評核基

礎。以民眾的需求和感受的觀點有系統的並全面且持續的來進行

稅捐處服務品質的實證檢驗，可避免僅侷限於行政院研考會以上

級機關或專家的角色觀點來推動稅務服務品質的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