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110 年度推廣遠距視訊服務活動辦法 

一、 目的： 

為鼓勵各據點積極配合推動遠距視訊服務，刺激民眾使用率較低的據

點加強向鄉親推廣使用遠距視訊服務，提高遠距視訊服務使用率，並

藉由民眾及據點承辦人的意見回饋，作為日後改進及提升遠距視訊服

務品質方向。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財稅局(下稱本局)。 

三、 承辦單位：本局企劃服務科、資訊科、潮州分局、東港分局、恆春分

局。 

四、 協辦單位：31個遠距視訊服務據點(附件 1)。 

五、 活動期間：110年 9 月 6 日至 110年 9 月 30日。 

六、 活動對象：31 個據點承辦人及各據點前 20 位使用遠距視訊服務民眾。 

七、 活動方式： 

(一) 據點民眾：各據點前 20位民眾完成遠距視訊申辦項目，並填寫滿

意度調查表者，發給宣導品 1 份，每位民眾限領 1份。 

(二) 據點承辦人：各據點承辦人填寫滿意度調查表發給宣導品 1 個，

每位承辦人限領 1 份。 

八、 作業分工： 

(一) 遠距視訊服務據點： 

1. 協助宣傳及推廣遠距視訊服務，並協助民眾完成遠距視訊申辦

項目、發放宣導品及回收滿意度調查表。 

2. 活動期間，前 20位完成遠距視訊申辦項目之民眾，填寫滿意度

調查表(附件 2)及領取宣導品名冊(附件 3)後發給宣導品 1 份；

各據點每位承辦人填寫滿意度調查表(附件 4)及領取宣導品名冊

(附件 5)後發給宣導品 1 份。 

3. 活動結束，將回收之滿意度調查表、領取宣導品名冊及剩餘宣

導品交回轄區總局或三分局全功能服務櫃臺。 



4. 各據點承辦人員倘使用遠距視訊系統有困難，或設備發生異常

等情事，通報轄區全功能服務櫃臺或資訊科協助解決。 

(二) 總局及三分局全功能服務櫃臺： 

1. 活動開始前，將宣導品、滿意度調查表及領取宣導品名冊分送

轄區各遠距視訊服務據點。 

2. 活動結束，各據點回收之滿意度調查表、領取宣導品名冊及剩

餘宣導品彙整交回總局企劃服務科。 

3. 不定期追蹤各據點推行遠距視訊情形，如發現某些據點沒有件

數或偏低，積極與據點承辦人瞭解原因進而協助解決，必要時

得通知總局企劃服務科協助。 

(三) 資訊科：接獲遠距視訊服務據點通報系統或設備有異常等情形，

協助處理解決。 

(四) 企劃服務科： 

1. 統籌本活動及遠距視訊服務相關事宜。 

2. 活動開始前，將宣導品、滿意度調查表及領取宣導品名冊分送

給總局及三分局全功能服務櫃臺，並通知活動內容。 

3. 本活動結束，若據點有剩餘宣導品，彙整各據點辦理情形綜合

評估是否續辦或變更宣傳方式，未發放之宣導品留作未來宣傳

遠距視訊相關活動使用。 

4. 活動結束彙整各據點滿意度調查表及領取宣導品名冊，進行滿

意度分析，作為日後改進方向。 

九、 經費來源：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 本局保有視活動進行情形隨時修改及終止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

內容或相關注意事項隨時通知各分工單位。 

十一、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遠距視訊服務據點 

機關名稱 轄區 

屏東市戶政事務所 

總局 

萬丹戶政事務所 

里港戶政事務所 

高樹鄉公所 

瑪家鄉公所 

三地門鄉公所 

麟洛鄉公所 

鹽埔鄉公所 

長治鄉公所 

九如鄉公所 

霧臺鄉公所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 

潮州戶政事務所新埤辦公室 

潮州分局 

枋寮戶政事務所 

內埔戶政事務所 

泰武鄉公所 

來義鄉公所 

春日鄉公所 

竹田鄉公所 

萬巒鄉公所 

東港戶政事務所林邊辦公室 

東港分局 

琉球鄉公所 

新園鄉公所 

佳冬鄉公所 

南州鄉公所 

崁頂鄉公所 

恆春戶政事務所滿州辦公室 

恆春分局 

恆春戶政事務所牡丹辦公室 

恆春戶政事務所車城辦公室 

枋山鄉公所 

獅子鄉公所 
 

附件 1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110 年度 遠距視訊服務 滿意度調查表 
民眾版 

 

 

1. 請問您在哪一個據點使用「遠距視訊服務」：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如何知道「遠距視訊服務」？ 

□網站 □海報傳單 □電視新聞、廣播 □據點人員宣傳 □親友介紹 □其他______ 

3. 請問這次是您第幾次使用「遠距視訊服務」？  

□初次   □2～3次   □4～5次   □6次以上 

4. 請問您對遠距視訊「電腦硬體設備(含網路、系統)」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非常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5. 請問您對遠距視訊「財稅局人員服務態度」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非常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6. 請問您對於「遠距視訊服務」整體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非常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7. 請問您對「遠距視訊服務」有無其他建議改進之處(請具體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為規劃提供民眾一站式服務，請問您希望在據點可以透過遠距視訊提供其他業務服

務項目(請具體說明業務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基本資料： 

 

 

 

 

 

 

  

附件 2 

 親愛的鄉親，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局十分重視各位寶貴的意見，希望作為日後改進及提

升遠距視訊服務品質的方向，非常感謝您！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敬上 

1.年齡：□19(含)歲以下 □20～35 歲 □36～50 歲 □51～65 歲 □65 歲(含)以上 

2.性別：□男   □女 

3.職業：□ 

4.填表日期：110年__月 

 

企業主(自營) □受僱者(會計、業務…) □代理業者(地政士、記帳業…) 

□農林漁牧業  □公教軍警  □自由業  □學生  □家管 □其他：_______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110 年度遠距視訊服務推廣活動 

據點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民眾領取宣導品名冊 

編號 領取日期 簡述洽辦業務內容 滿意度調查表 領取人簽名 

範例 110/9/6 申請財產所得清單 已填 王小明 

1   已填  

2   已填  

3   已填  

4   已填  

5   已填  

6   已填  

7   已填  

8   已填  

9   已填  

10   已填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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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110 年度遠距視訊服務推廣活動 

據點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眾領取宣導品名冊 

編號 領取日期 簡述洽辦業務內容 滿意度調查表 領取人簽名 

範例 110/9/6 申請財產所得清單 已填 王小明 

11   已填  

12   已填  

13   已填  

14   已填  

15   已填  

16   已填  

17   已填  

18   已填  

19   已填  

20   已填  

 

附件 3 

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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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110 年度 遠距視訊服務 滿意度調查表 
據點承辦人 

 

 

 

1. 請問您在哪一個遠距視訊服務據點：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協助推動「遠距視訊服務」約有多久時間？ 

□未滿半年   □半年～1年   □1年～2年   □2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__ 

3. 請問您對遠距視訊服務「電腦硬體設備(含網路、系統)」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非常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4. 請問您對遠距視訊服務「操作流程」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非常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5. 請問您協助民眾使用遠距視訊時，對本局「服務人員態度」是否覺得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非常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6. 請問您對於「遠距視訊服務」整體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非常不滿意(原因___________) 

7. 請問您對本局「遠距視訊服務」有無其他建議改進之處(請具體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為規劃提供民眾一站式服務，請問您認為貴據點有哪些業務可運用本局遠距視訊設

備提供服務(請具體說明業務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基本資料： 

 

 

  

附件 4 

 親愛的遠距視訊服務據點承辦人員，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局十分重視各位寶貴的意見，希望作為日後改進及提

升遠距視訊服務品質的方向，非常感謝您！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敬上 

1.年齡：□30(含)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含)以上 

2.性別：□男   □女 

3.填表日期：110 年___月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110 年度遠距視訊服務推廣活動 

據點承辦人領取宣導品名冊 

遠距視訊據點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 領取日期 領取人職稱 領取人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