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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台糖公司花東區處 108 年上半年度(1-6 月) 

提升服務效能執行績效與成果 
                                                      製表日期：107.7.18 
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做法與成果 

1.訂定申辦業務

標準作業流程 
1.持續推動行政與遊客服務的單一窗口

服務，讓洽公民眾或一般遊客能感受服務

提升。 

2.訂出各業務的申請流程，有效能地達到

服務正確性。 

2.提升服務及時

性 
1.以園區遊客服務為例說明，櫃檯採用

24小時輪值全年無休的方式管理，成為

園區遊客服務的最佳提供者，有效提升服

務即時性。 

2.以園區導覽預約為例說明，預約者只需

要電話申辦即可，簡化受理申辦文件。 

(1)108年(1至6月)參觀園區之遊客總人

數約 255,037 人次。 

(2)108年(1至6月)住宿日式木屋旅客約

有 11,420 人次。 

(3) 108 年(1 至 6月)服務大客車司機

4,794 人次。 

一、基礎服務 （一）服務一致及

正確性 

3.提高服務人員

專業度 
（辦理 85場次訓練、1970 人次） 



 

 2 

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做法與成果 
（二）服務友善性 1.提升服務設施

合宜度 
1.核心設施(含法定設施) 

園區提供的設施皆有說明及定期管

理，並有專人檢查，確保設施品質。

特殊設施如哺集乳室、無障礙設施

(斜坡道、專用停車位、旅館緊急愛

心鈴、身心障礙專用盥洗室、無障礙

客房)。 

2.一般設施 

提供書寫台、園區免費上網服務、飲

水機、影印機、停車位、會議室、旅

遊推廣資料、傳真機等。 

3.特殊設施 

旅館大廳提供當地遊覽資訊摺頁，另

有提供寄物櫃、書報閱覽區等服務。 

4.緊急簡易醫療用品，旅館大廳放置

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落實政

府政策。 

5.環保設施 

為鼓勵園區遊客體驗環保，提供自行

車出租服務，達到降低園區減碳效

益。 

提供園區電動工作車：電動車除達到

園區減碳的效益，亦可協助旅客進

房、載運行李、載運旅館備品等服

務。另司機休息室兼咖啡館有提供手

機免費充電，車棚提供電動自行車充

電(投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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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做法與成果 
2.提高網站使用

便利性 
1. 花 蓮 觀 光 糖 廠 網 站

(http://www.hualiensugar.com.tw

)提供遊客旅遊資訊，便於服務民

眾，達到訊息推廣的效益。 

(1)以使用者為主體進行設計，版面

適合瀏覽、查詢資料。 

(2)全園區提供無線上網 wifi 服務。 

(3)每月定期更新網頁資訊。 

 

2.花糖 line@ 

至 108 年 6 月 30 日，累計會員數

4,126 人次，區處透過 line@傳遞即

時行銷訊息、觀光活動、旅館行銷等

資訊，遊客也能隨時詢問旅館空房情

況、房價、住宿問題與旅遊資訊等，

提供遊客便利多元的互動服務介

面，達到服務友善性。 

 

3.提高服務行為

友善性 
1.旅館大廳服務人員皆配帶名牌識別，主

動提供遊客諮詢服務。 

2.定期進行電話禮貌測試，108 年度上半

年已於 5月份辦理。 

4.提升服務資訊

透明度 
1.區處洽公資訊皆放置在台糖公司總網

站，內有詳細的資訊公開、資訊開

放、資訊查詢等訊息。 

2.針對區處租約人，皆提供租約到期前通

知服務，會以電話通知提醒，增強服

務效益。 

二、服務遞送 （一）服務便捷性 1. 檢討既有服務

措施 
園區入園比例最高的為遊客，因此針

對遊客提出服務檢討措施。 

1.改善園區整體環境 

每年定期進行園區環境消毒，提供遊客舒

適的使用空間與整體服務品質。 

2.檢討觀光資訊傳播平台 

為提高遊客資訊取得之速度，區處使用花

糖 line@介面，定期提供園區資訊，增加

資訊流通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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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做法與成果 
2.建置單一窗口

整合服務 
1.推動行政中心服務單一窗口，提供

民眾洽公諮詢、引導民眾業務辦理、

內部信件收取、書寫文具提供、政府

宣導摺頁品放置、提供影印服務、協

助公文收件掛號等各項行政服務。 

2.推動遊客服務單一窗口，提供包含

遊客旅遊諮詢、導覽解說安排服務、

遊客意見處理、行李寄放、旅館入住

與退房手續、園區廣播服務、緊急醫

療聯繫、AED 緊急醫療設備提供等各

項便利遊客服務。 

3.減除申辦案件

需檢附之書表

謄本 

1.園區現場服務、失物協尋等，皆免填 

單，可採電話申請，便於民眾服務。 

2.旅館訂房服務提供線上訂房、電話訂房 

服務。 

3.申請園區導覽解說免公文，有效達到書 

表減量。 

4.申請土地租賃民眾，免附承租地地籍資 

料，達書表減量效益。 
3.開辦線上申辦

或跨平臺服務 
1.旅館訂房服務採用樂活網線上訂房系

統 

2.結合gomaji平台和 17life平台，多元

提供遊客便利訂房的管道。 

1.客製化服務 
因應區處的地點及業務考量，資產課推出

「到府收租」服務，提供承租戶便利服

務。 

2.專人全程服務 
目前有專人全程服務的，以民眾參觀糖廠

的導覽服務為主，專人帶領陪同參觀全

區，有效提高服務可近性。 

（二）服務可近性 

3.主動服務 
因應區處的地點及業務考量，資產課推出

「到府收租」服務，提供承租戶便利服

務，此項也是主動服務的一環。 

（三）服務成長及

優化 
1.突破成長 

因應區處目標及挑戰，持續規劃業務拓展

的可能性。 

3.未來區處將持續優化綠色商圈、低碳消

費、永續糖廠的目標，落實政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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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做法與成果 
2.優質服務 

1.108 年度積極結合地方社區辦理活

動，達到強化服務與提供優質服務的理

念。花蓮廠 4-5 月辦理四梯次社區親子觀

星活動，與台北天文館合作，推廣夜間觀

星活動，總計約有 90人次參與。 

2.花蓮廠提供廠區空間，協助保證責任花

東農產加工運銷合作社及花東地區青農

攤位設立。 

3.108 年 3 月 19 日辦理 108 年「百歲人

瑞迎春踏遊台糖」，積極創造高齡社會氛

圍的「新老精神」。 

4.為了在地永續經營，提供大農大富造林

地和花蓮林管處結合周邊社區發展，整合

周邊十個部落、社區聯合辦理「二○一九

大農大富賞螢趣」活動。  

 

 

三、服務量能 （一）內部作業簡

化 
提升同仁行政效

率 
1.公文已採電子公文，有效提升行政效

率。 

2.區處內部會議盡量精簡，避免冗長耗

時。 

3.主管及部份業務經辦人設立單位line

群組，雙方即時提出意見，提升整體行政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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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做法與成果 
（二）服務機制精

進 
深化服務量能 

建立內部常態性服務精進運作機制，如依

據公司內部提案制度，鼓勵同仁內部提

案。 

1.辦理服務滿意

度調查 
1.區處滿意度調查目前進行中，將針對洽

公環境、服務禮儀、服務專業性、服務措

施等面項進行調查。 

2.針對遊客住宿問劵，採用每日檢視即時

修正的方式因應，以期達到最佳的服務品

質。 

（一）提高服務滿

意度 

2.運用其他機制

瞭解民眾對服

務的評價 

1.花蓮觀光糖廠line@群組會員數累積為

4,376 人次，使用line@進行互動行銷。 

2.使用花蓮facebook，透過網路提問了解

遊客的評價。 

四、服務評價 

（二）積極回應民

眾意見 
有效及時處理民

眾之意見、抱怨

及陳情 

1.依公司規定處理客訴流程 

2.設立花蓮觀光糖廠網頁、花糖

facebook、line@等，有效處理遊客線上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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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做法與成果 
五、開放創新 （一）開放參與 1.108 年規劃區處發展「環境教育場地認

證」的規劃，期許此規劃能突破以往，提

供多元面向的服務。區處預計年底前通過

認證，能服務更多花東區域的公務單位人

員，提供環境教育時數認證的場域選擇。 

2.108 年 3月辦理日式茶道課程，在日式

木構造的建築中舉辦此文化活動，與會的

民眾能品味到日本茶道的精神文化。在日

本若山貴義社長社長的帶領下，開啟以日

本茶道文化作為交流平台，讓日本當地年

輕的學子有機會能以茶會友，認識台灣的

人文、地理與歷史。 

 
3.108 年 3 月 19 日辦理 108 年「百歲人

瑞迎春踏遊台糖」，積極創造高齡社會氛

圍的「新老精神」。 

 

4.108 年 5 月 9日辦理「花東地區循環經

濟發展論壇」。辦理論壇可促使地方政府

和民眾了解循環經濟推動之必要性，透過

交流討論凝聚共識，裨花東地區各方積極

配合規劃循環經濟相關建設，創造就業機

會及提升地方產業實力。 

 

5.108 年 6 月 20 日辦理「花蓮觀光糖廠

日式房舍修復及活化發想論壇」。藉由聘

請日本及國內相關領域之專家及業者，進

行修護及活化討論，以期日式房舍之修復

及活化利用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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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執行策略 具體做法與成果 
（二）創新服務 

1.開放多元網路訂房平台:目前有Agoda

國際訂房網站、17life團購網、樂活網、

Booking.com的國際訂房通路，提供旅客

優質服務。 

2.107 年底旅館取得環保旅店認證，108

年度將持續朝環保旅館認證努力。相較於

傳統消耗式的住房型態，旅館宣導續住免

更換床單、毛巾、遊客主動攜帶個人備

品、自備環保杯等，持續宣導永續的理

念，在此服務理念上增加推廣環保理念的

成長契機。預計於年底取得環保旅館認

證，取得後可以提供公教人員出差新選

擇，配合政策規定，公教人員出差住宿環

保旅館的住宿費可以申請登錄綠色採

購，提供公教人員環教素養。 

 

3.提供花蓮高商職場體驗服務 

  區處提供教學創新服務，108 年 4 月 19

日提供花蓮高商學生至區處參觀、體驗，

由區處同仁組成教師團，協助帶領師生

85 人認識糖廠與台糖企業文化，針對學

生提出的創新服務獲得好評回饋。 

 
4.銷售公司有機肥提供寄倉服務，農戶得

以優惠價購買有機肥，並將有機肥暫存農

場課倉庫方便隨時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