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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局 

2018 年滿意度調查總結報告 
 

1. 調查簡介 

 

按照《服務承諾認可制度》關於“收集服務對象的意見”的規定，公共部門應就所

推行的服務設立收集服務對象意見的機制，以掌握服務對象的意見，持續改善服務質素；

基此，本局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就本局兩項對外公共服務進

行滿意度調查，透過收集市民對本局服務的評價，用以檢討服務質素，達致持續改善的

目的。 

 

 

2. 調查内容概要 

 

調查標的  
 

調查涵蓋本局服務承諾項目服務(包括《報案處理》及《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

並於提供以上服務的地點(司法警察局總部和路氹分局)進行。 
 

 

訪問對象  
 

《報案處理》屬一般公共服務，所有曾向本局報案且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或“查

詢與自身有關的案件調查階段”的人士都是滿意度調查的對象。 

 

《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屬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調查對象是所有曾向本

局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教育或社團機構代表。 
 

 

調查方法  
 

本局採用實地面談為主、電話訪問為輔的調查手段，詢問市民對以下兩項服務的滿意

程度。 

 

 《報案處理》：本局會在市民前來領取《檢舉記錄之證明》或查詢與自身有關的

案件調查階段之際，收集市民對服務的意見。負責進行服務承諾項目滿意度調查

的工作人員(以下簡稱：調查人員)會邀請願意參與滿意度調查的市民到司法警察

局總部接待及投訴中心的候客室，進行問卷調查。假如市民願意參與滿意度調查

但沒有時間進行實地訪談，本局稍後會致電市民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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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由於教育或社團機構代表是透過電郵、傳真或致函

本局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故相關的滿意度調查都是以電話訪問的形式進行。 
 

 

問卷設計  
 

問卷是參照 2014 年公佈的《服務承諾認可制度》指引設計，採用定量調查方式收集

市民對服務承諾項目的意見。 

 

 評分標準：受訪者可以“1 至 5 分”的評分標準，表達其對服務指標的滿意程度：

“1 分”是“極為不滿”、“2 分”是“不太滿意”、“3 分”是“可以接受”、

“4 分”是“滿意”而“5 分”則是“極為滿意”。 

 

 調查因素：《報案處理》及《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滿意度調查都有 9 項調

查因素，包括方便程度、員工服務、環境設備、内部流程、服務效果、服務資訊、

電子服務、服務承諾及整體服務滿意度。 

 

 問卷設置：《報案處理》的滿意度調查問卷共有 27 條選擇題和 1 條開放式問題。

除了服務類別、申請服務的時間和地點及性別、年齡等 7 條選擇性問題，其餘 20

條選擇性問題都是參照《服務承諾認可制度》“收集服務對象意見機制” 的指

引制訂。《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滿意度調查問卷共有 24 條選擇題和 2 條開

放式問題，包括參照指引的 20 條選擇題，申請方式、機構類型、申請人性別及

年齡等 4 條選擇題，以及職業和其他意見或建議等 2 條開放性問題。 
 

 

3. 收集到的意見分析及統計 

 
3.1 整體回收問卷數量分佈 

 

3.1.1 一般公共服務：報案處理 

 

2018 年 1 至 12 月期間，共有 98 名市民申請《檢

舉記錄之證明》，另外 2 名市民查詢與自身有關的案件

調查階段。 

 

在 2018 年進行的滿意度調查，本局聯絡全部 100

名曾使用上述兩項服務的人士，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參

與滿意度調查，當中有 52 名(52%)人士表示不願意參

與滿意度調查，有 15 名(15%)人士沒有留下有效的澳

門電話號碼，故本局無法與他們取得聯絡，另有 12 名

(12%)市民沒有接聽電話，故無法聯絡他們進行滿意度調查。最後成功訪問了 21 名(21%)

報案處理 
 

使用服務總人數：100 人 

拒絕參與人數：52 人 (52%) 

無法聯絡人數：27 人 (27%) 

成功聯絡人數：21 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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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並成功收回全部 21 份問卷。 

 

回收有效問卷 21

一般公共服務

 
 

 

  

從上表可見除“環境設備”外，市民對其他指標的評分均達到 4 分以上，顯示市民

普遍滿意本局的服務。市民對“環境設備”的滿意度較低的主要原因是辦公時間處理

《檢舉記錄之證明》申請的行政輔助中心沒有座位。 

  

調查因素 分項内容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標準差

服務時間 4.29 1.15

服務地點 4.00 1.00

聯絡方法 4.14 0.96

服務態度 4.76 0.44

專業程度 4.38 0.67

服務效率 4.33 0.66

服務主動性 4.43 0.68

舒適程度 3.95 0.97

設施配置 3.71 1.01

等候時間 4.33 0.80

簡捷程度 4.24 0.77

公平性 4.35 0.81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26 4.26 0.81

資訊公開 4.10 1.04

資訊正確 4.11 0.81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範圍足夠性 4.25 0.91

指標滿意度 4.45 0.76

指標清晰度 4.30 0.73

4.24 4.24 0.77

本局沒有提供電子服務

方便程度 4.14

員工服務 4.48

環境設備 3.83

内部流程 4.31

服務資訊 4.10

服務承諾 4.33

整體服務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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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 

 

公民教育活動是一系列以小學三年級至高中

六年級學生為對象的活動，目的是要加深澳門學生

對各種犯罪行為及相關刑事責任之了解，提高他們

的防罪意識。 

 

有意《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學校或團體

可透過傳真或電郵遞交填妥的申請表，而本局承諾

在收到申請後 2 個工作天内初步回覆。假如學校代

表對公民教育活動的内容及申請手續有任何疑問，

可致電本局社區警務及公共關係處查詢。 

 

在 2018 年，48 名學校或機構的代表向本局提出共 60 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申請。

有 4 名(8.3%)學校代表已離職，另有 4 名(8.3%)代表因為在上課或進行會議而無法與他

們取得聯絡，故最終成功聯絡 40 名(83.3%)學校代表進行服務承諾滿意度調查。 

回收有效問卷 40

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

調查因素 分項内容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標準差

服務時間 4.67 0.58

服務地點 4.81 0.40

聯絡方法 4.54 0.55

服務態度 4.67 0.48

專業程度 4.66 0.48

服務效率 4.63 0.49

服務主動性 4.55 0.50

舒適程度

設施配置

等候時間 4.47 0.65

簡捷程度 4.51 0.64

公平性 4.72 0.45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66 4.66 0.48

資訊公開 4.54 0.56

資訊正確 4.76 0.43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51 4.32 0.71

範圍足夠性 4.57 0.65

指標滿意度 4.65 0.63

指標清晰度 4.49 0.77

4.51 4.51 0.51

内部流程

4.57

方便程度

整體服務滿意度

服務資訊
4.65

服務承諾

4.57

環境設備
問題不適用*

員工服務

4.63

4.67

 
* 申請者毋需前來本局辦理申請 

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 
 

申請代表總人數：48 人 

拒絕參與人數：沒有 

無法聯絡人數：8 人 (16.7%) 

成功聯絡人數：40人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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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大部分教育或社團機構代表對“申請公民教育活動”的服務感到“滿意”

或“非常滿意”。 

 

 

4. 對於“普遍意見”的分析及處理 

 

2018 年，有 9 名(42.9%)市民就“報案處理”提供了 11 條意見，18.2%是針對申請

《檢舉記錄之證明》的時間、地點，18.2%是針對服務承諾的時間(10 個工作天)，18.2%

意見是針對聯絡方式，18.2%意見是針對服務資訊的清晰度，另有 27.3%意見是針對人

員態度及申請流程。 

 

針對《報案處理》的意見  

 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的時間、地點 (2 條意見) 

 受訪者表示有員工告訴她需要在辦公時間才能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 
 

 市民不太滿意服務地點，因為她在關閘附近居住，不熟悉新口岸區。 
 

 《檢舉記錄之證明》服務承諾的時間過長 (2 條意見) 

 覺得《檢舉記錄之證明》的申請時間過長，不合理； 
 

 受訪者認為 10 個工作天的申請時間過長，覺得 3 至 4 天更為合理。 

 

 《檢舉記錄之證明》服務的聯絡方式不方便 (2 條意見) 

 表示聯絡方式不便，難以聯絡本局相關人員； 
 

 市民不滿意聯絡方式，因為本局的來電大多沒有來電顯示，市民不願意接。 

 

 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服務的資訊不夠清晰 (2 條意見) 

 希望加強在網上宣傳《檢舉記錄之證明》的申請流程，讓市民前來本局申請《檢舉記錄之
證明》之前已掌握申請流程及所需文件； 
 

 市民稱沒有收到任何有關如何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的資訊，也不清楚可以從本局網頁
獲得相關的資訊。 

 

 其他意見 (3 條意見) 

 市民滿意報案流程，但因為沒有獲發檢舉憑據和不能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而感到不滿； 
 

 市民與其兒子因為同一宗案件前來本局報案，兩人同時申請了《檢舉記錄之證明》，由於
同屬一宗案件，市民表示不知道需要兒子授權才可代領《檢舉記錄之證明》，要多來本局
一次，感到不滿； 
 

 市民非常滿意調查其案件的警員，讚許對方耐心向其解釋。 
 

 

 
2018 年，有 20 名(50%)學校代表就本局《申請公民教育活動》服務提出了 33 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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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當中 9.1%意見是對公民教育活動的正面評價，27.3%是希望本局能新增主題種類。

針對申請及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流程，有 18.2%意見希望本局能優化申請程序，例如增

設網上即時遞交申請功能，有 15.2%希望本局能持續更新講座内容，另有 15.2%希望本

局改善公民教育活動的過程。此外，有 6.1 %意見希望本局能夠把公民教育活動及講座

的對象擴展至高小階段學生，其餘 9.1%的意見是關於活動推廣及服務承諾項目。 

 

針對《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意見  

 對公民教育活動予以正面評價 (3 條) 

 非常滿意問答互動環節，認為小禮物有助吸引學生； 
 

 非常滿意本局公民教育活動； 
 

 對主講者的表現感到滿意。 
 

 增加公民教育活動的主題 (9 條) 

 學校每年都想參與司警局的公民教育活動，但擔心部分曾參加講座的學生會對内容失去興
趣，建議豐富公民教育活動主題，提升學生對參與活動的興趣，讓學校能持續參與公民教
育活動； 
 

 主題每年大同小異，希望持續新增更多主題，供學校申請； 
 

 希望司警局增加公民教育活動的主題種類，並因應治安形勢適時調整講座主題，例如電話
詐騙犯罪嚴重時推出相關專題講座； 
 

 加入更多以網絡安全為主題的講座，又或強化現有關於網絡安全講座的內容； 
 

 建議因應最新治安情況，增加面向教職員的防罪講座，提升他們的防範意識； 
 

 有夜校教職員表示部分學生已成年，希望司警局能為這些在職學生提供與他們切身相關的
講座，例如求職陷阱、商業詐騙等； 
 

 司警局幾年來都使用同一系列的主題，希望能定期更新，吸引學生參與； 
 

 學校已參與公民教育活動多年，但發現主題大致相同，希望能增加更多主題； 
 

 建議設計講座的時候增加彈性；最初學校只能申請舉辦固定主題的講座，無法申請其他主
題講座；後來學校可以在申請表上填寫感興趣的主題，由司警局因應情況調整講座内容，
滿足學校需要，但老師未必清楚最新治安形勢，故建議在申請表上列出澳門常見的犯罪類
型，並特別説明哪些犯罪近期較為嚴重，讓校方知悉並安排學生參與最貼近實際治安情況
的主題講座。 

 

 持續改善公民教育活動内容 (6 條) 

 由於學校經常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希望定期更新内容，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教導他們
注意網上潛在治安隱患，加強青少年的防罪意識，避免他們出現偏差行為； 
 

 調整講座内容，因為現時面向初中及高中生的講座内容相同，只是講解方法不同，認為初
中生與高中生的理解能力存在差異，不適合使用同一內容，建議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設
計相應的講座内容； 
 

 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吸煙）、網上欺凌、個人資料保護、網上偏差行為等情況，加強向
學生進行公民教育，讓他們懂得保護自己，也避免他們以身試法; 
 

 學生的質素有所提高，但由於網絡欺凌及網上偏差行為等問題漸趨嚴重，希望加強這方面
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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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申請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意見  
 

 希望更迅速更新案例，並使用更貼近青少年生活的案例； 

 

 希望能及時更新案例，向學生講述最新的治安形勢，教導他們採取有效的自我保護措施。 

 

 優化申請公民教育活動的程序 (5 條) 

 希望加快申請流程，尤其是回覆時間； 
 

 對於要下載報名表再傳真或以電郵遞交申請感到不方便，希望能在網上即時提交申請； 
 

 認為現時下載、打印、再傳真申請表至司警局的申請及遞交方式不方便，也不符合環保原

則，建議透過手機程式或網上帳戶申請及進行後續跟進工作； 
 

 建議使用電子網上申請，更方便快捷； 
 

 目前本局網頁放置申請表的位置不清晰，學校代表要找一段時間才找到下載的連結，希望

能更改下載申請表的位置。 

 

 針對舉辦公民教育活動過程的意見 (5 條) 

 目前，司警局的部分人員會在舉行公民教育活動前一天致電學校確認，亦有部分工作人員

不進行事前確認，建議在每一場講座前都致電學校進行確認； 
 

 舉行“入室講座”，就是進入個別班級講解，因為在禮堂舉辦公民教育活動人數太多，學

生難以與主講者互動，進入班内講解能提高互動性，強化學生防罪意識； 
 

 希望司警局能向學生提供講座演示資料，方便學生參考，尤其是法律部分，單是聽講座、

沒有講義較難吸收内容； 
 

 希望能夠請一些曾經觸犯法律但已改過自身的人士分享經驗，因為現時司警局的講座主要

是介紹法律，甚少從違法者角度探討鐵窗生涯對人生的影響，覺得經驗分享能起到更大的

阻嚇作用； 
 

 向校方提供聯絡方式時儘量提供負責講座或遊戲之人員的聯絡方式，而非關注少年組的聯

絡電話，更方便學校人員與活動代表聯絡。 
 

 擴展公民教育活動講座至高小階段 (2 條) 

 推出適合高小（5、6 年級）的講座； 
 

 在高小階段增設講座，因為目前小學階段的公民教育活動只有遊戲，但這個教育階段的學

生需要更深入的知識，覺得他們已具足夠能力理解講座內容。 
 

 其他意見 (3 條) 

 由於學校需要處理大量政府部門的公函，如能更主動前往學校推廣公民教育活動，有助學
校了解和參與活動； 

 

 學校代表不清楚司警局就舉辦公民教育活動推行服務承諾； 
 

 部分滿意度調查的問題不恰當，例如問申請程序是否公平公正，假如並非現場輪候，無法
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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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善措施及建議 

 

為持續提升本局的服務質素，本局成立一個跨部門的服務承諾協調小組，每月定期

舉行會議，歸納整理和研究市民的意見，探討採納市民意見之可行性，並向領導層提出

改善建議。 

 

 針對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時間、地點不便的問題： 

 

為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電子政務發展及方便市民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

司警局已開展網上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的工作，並於 2019 年推出網上申請服務，

屆時市民只需要親臨本局出示有效證明文件便可領取《檢舉記錄之證明》。  

 

 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的時間太長： 

 

就有市民反映現時的服務承諾（由遞交申請表及所需資料後翌日開始計算 10 個工

作天内發出《檢舉記錄之證明》）的時間太長，應下調承諾時限至 3 或 4 個工作天，司

警局持續提升處理《檢舉記錄之證明》的效率，但鑒於部分案件的案情複雜或涉及翻譯，

如果把承諾限期下調至 4 個工作天，達標率只達到 50.2%，因此決定維持服務承諾期限

為 10 個工作天。不過，為符合便民原則，本局設有統計及跟進《檢舉記錄之證明》申

請的機制，監督處理申請程序的效率。此外，本局已展開研究，了解是否具備條件優化

檢舉憑據的内容，例如可列出失竊物品清單；由於全部親臨報案的市民皆會獲發檢舉憑

據，優化檢舉憑據的内容將減少市民額外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的需要，既便民亦可

提升報案處理的效率。 

 

 針對聯絡方式不便的意見： 

 

針對有市民因為本局來電未能顯示電話號碼而覺得聯絡方式不便，本局將展開聯絡

方式的優化工作。 

 

 針對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的辦公區域沒有設置座位的問題： 

 

就有市民表示在輪候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的地方沒有座位，由於輪候區屬走火

通道，為符合消防安全的規定，無法設置座位，但若市民有需要，可向本局人員提出，

本局將會安排座位給輪候服務的市民。 

 

 針對服務資訊不夠清晰的問題： 

 

就有市民反映不清楚如何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本局人員日後將主動向有意申

請的市民提供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之手續及注意事項的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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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問題： 

 

就有市民反映報案後沒有獲發檢舉憑據，經本局了解後發現該名市民只是前來本局

查詢，並沒有舉報犯罪，故不獲發檢舉憑據。另外，就有市民不滿無法協助兒子代領《檢

舉記錄之證明》，本局已向該名市民解釋其兒子須在《檢舉記錄之證明》申請表的代領

部分簽名，方能委託她代領。 

 

 

 優化“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申請手續及活動内容 

 

本局持續收集教育及社團機構代表對公民教育活動的意見，並採取優化措施以提升

講座的質量。例如 2017年的滿意度調查中有代表建議本局提高公民教育活動的互動性，

本局強化了問答環節，並向正確回答問題的同學派發小禮物，而是次調查中有學校代表

對問答互動環節感到非常滿意，認為小禮物有助吸引學生。 

 
本局將分析學校代表的意見，並研究優化措施： 

 

 針對公民講座主題種類的意見： 

 

目前，本局因應治安形勢，定期檢討講座的主題，申請表上也設有“備註”的欄目，

假如學校有特別的主題想本局人員在講座中強調，本局會積極配合，讓學生能夠獲得最

新、最貼近社會治安情況的防罪資訊。本局也會適時調整講座主題更新速度，及研究是

否有條件讓學校按犯罪類型選擇講座。 

 

 針對舉辦公民教育活動過程的意見： 

 

就人員態度及聯絡方式的意見，本局會持續檢討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過程，提升人

員質素，並完善聯絡方式。對於有學校代表希望能夠即時在網上填寫及遞交申請，本局

優化電子服務時會把上述建議納入研究範圍，以提高申請過程的效率和便捷程度。 

 

 針對舉辦公民教育講座内容及對象範圍的意見： 

 

本局定期檢討講座内容並更新案例，亦會研究因應不同學習階段的對象而設計不同

講座內容的實際需要。就擴展講座範圍至高小階段，現時本局會配合學校的要求，以講

座形式向高小學生傳遞防罪資訊。未來是否要推出以高小學生為對象的講座，則要作進

一步研究。 

 

 針對舉辦公民教育活動的其他意見： 

 

就有受訪代表希望司警局能加強向學校推廣公民教育活動，本局關注少年組的代表

在新學年開始之前會拜訪學校，與學校交流並提供公民教育活動的申請資料。本局亦會

研究其他推廣公民教育活動的方法，方便教育及社團機構獲得公民教育活動的最新資訊。 



 

 

 

 

 

 

 

 

10 

 

 

針對有受訪者不清楚本局服務承諾的意見，未來優化公民教育活動的申請資料及申

請表時，會考慮加入服務承諾的相關資訊。 

 

最後，就有學校代表認為問卷内容不恰當，本局人員已向其解釋滿意度調查的問卷

是根據《服務承諾認可制度》指引設計，如有任何其認為不適用或不想回答的問題都可

以提出並拒絕回答。本局未來亦會因應講座内容研究其他收集教育或社團機構代表對公

民教育活動之滿意程度的方法，讓調查結果更全面，為本局優化公民教育活動提供更客

觀、具針對性和系統性的意見。 

 

6. 滿意度趨勢分析 (與去年比較) 

 

6.1 一般公共服務 

 

從調查結果可見在 2018 年，除“環境設備”之外，使用《檢舉記錄之證明》及“查

詢與自身有關的案件調查階段”的受訪者普遍對調查因素感到“滿意”（指標的平均分

皆高於 4 分）。 

 

隨着本局持續為人員提供培訓，讓他們秉承以民為本精神，強化他們接待公眾的意

識，受訪者對人員服務的評價有所提升，平均值增加了 0.17。不過，對環境設備、服務

效果及服務資訊的評價之平均值分別下降 0.26、0.12 及 0.23，導致對整體服務的滿意度

之平均值減少了 0.19。 

 

環境設備方面，鑒於辦公時間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的位置屬走火通道，基於公

共安全，實無法增設座位；但本局會想方設法，例如帶有需要的人士前往有座椅的區域

輪候服務，以盡量滿足市民的需要。同時，也會積極發展網上申請服務，減少市民辦理

《檢舉記錄之證明》時需要親臨本局的次數。 

 

此外，隨着市民對接收資訊的要求越來越高，本局將不斷檢討及提升服務承諾項目

的質量，尤其是提高資訊的透明度和準確度，以達致“以民為本、執法為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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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數

服務時間 4.05 4.29

服務地點 4.24 4.00

聯絡方法 4.19 4.14

服務態度 4.43 4.76

專業程度 4.38 4.38

服務效率 4.33 4.33

服務主動性 4.10 4.43

舒適程度 4.14 3.95

設施配置 4.05 3.71

等候時間 4.14 4.33

簡捷程度 4.24 4.24

公平性 4.33 4.35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38 4.38 4.26 4.26

資訊公開 4.24 4.10

資訊正確 4.43 4.11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範圍足夠性 4.43 4.25

指標滿意度 4.33 4.45

指標清晰度 4.50 4.30

4.43 4.43 4.24 4.24

4.33

4.42

2017年 2018年

4.48

3.83

4.31

4.10

4.33

本局沒有提供電子服務

分項内容調查因素

4.16 4.14

方便程度

4.31

4.10

4.24

員工服務

環境設備

内部流程

服務資訊

服務承諾

整體服務滿意度  
 

調查因素 2017 年 2018年 與2017 年比較

方便程度 4.16 4.14 0.03

員工服務 4.31 4.48 0.27

環境設備 4.10 3.83 -0.14

内部流程 4.24 4.31 -0.07

服務效果 4.38 4.26 -0.06

服務資訊 4.33 4.10 -0.10

電子服務

服務承諾 4.42 4.33 -0.09

整體服務 4.43 4.24 -0.19

本局沒有提供電子服務

 

調查因素 2017 年 2018年 與2017 年比較

服務移情性 4.24 4.24 0.00

服務保證性 4.35 4.50 0.15

服務可靠性 4.18 4.25 0.07

服務響應性 4.06 4.43 0.37

服務有形性 4.02 3.9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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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  

 

調查因素 分項内容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數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64 4.67

服務地點 問題不適用* 問題不適用*

聯絡方法 4.68 4.54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80 4.67

專業程度 4.68 4.66

服務效率 4.68 4.63

服務主動性 4.56 4.55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設施配置

内部流程 等候時間 問題不適用* 4.47

簡捷程度 4.58 4.51

公平性 4.50 4.72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64 4.64 4.66 4.66

資訊公開 4.52 4.54

資訊正確 4.67 4.76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32 4.32

範圍足夠性 4.64 4.57

指標滿意度 4.80 4.65

指標清晰度 4.45 4.49

4.56 4.52 4.51 4.51

本局沒有提供電子服務

服務承諾

4.63 4.57

服務資訊
4.59 4.65

2017年 2018年

4.67

4.63

4.57

4.66

4.68

4.54

問題不適用*

整體服務滿意度  

* 申請者毋需前來本局辦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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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因素 2017 年 2018年 與2017 年比較

方便程度 4.66 4.67 0.01

員工服務 4.68 4.63 -0.05

環境設備

内部流程

服務效果 4.64 4.66 0.02

服務資訊 4.59 4.65 0.05

電子服務

服務承諾 4.63 4.57 -0.06

整體服務 4.56 4.51 -0.05

調查因素 2017 年 2018年 與2017 年比較

服務移情性 4.59 4.60 0.01

服務保證性 4.66 4.68 0.02

服務可靠性 4.66 4.63 -0.03

服務響應性 4.56 4.55 -0.01

服務有形性 4.52 4.54 0.02

由於2018年調整計算方式，不作對比

問題不適用*

由於2018年調整計算方式，不作對比

 

* 申請者毋需前來本局辦理申請 

 

2017 及 2018 年，所有項目的評分都超過 4 分，反映教育及社團機構代表對申請公

民教育活動的服務承諾項目之滿意度連續兩年都達到滿意或以上的程度。 

 

直至 2017 年，由於市民毋需前來本局申請《檢舉記錄之證明》，故沒有詢問“等候

時間”，但考慮學校提出申請至獲取服務之間也存在輪候時間，所以自 2018 年開始，

詢問這條問題。此外， 由於自 2018 年起，教育或社團機構代表可以直接從本局網頁下

載申請表，並以電郵方式傳送給本局，故開始邀請代表評價本局電子服務範圍的足夠性。 

 

比較兩年的平均值，發現各項指標沒有顯著差別。未來，本局會根據教育及社團機

構所提供的意見，不斷深化公民教育活動的内容，增加互動性和趣味性，並優化申請程

序，讓更多青少年能接收和了解最新的防罪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