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委託辦理
「經濟部所屬事業 110 年度顧客滿意度調查」招標規範
壹、名稱：經濟部所屬事業 110 年度顧客滿意度調查
貳、緣起
一、因應內外在環境變遷，消費者意識高漲，用戶對服務品質要求日益
提高，經濟部所屬事業秉持「品質、創新、誠信、專業、關懷」的
經營理念，致力以顧客導向為依歸，不僅滿足顧客需求，提供優質
的服務，並針對各事業在民眾心中之形象、社會觀感及其改進建議，
個別加以瞭解，作為推動國營事業提升形象之重要依據。
二、顧客滿意度為經濟部所屬事業重要的經營績效指標，藉由辦理顧客
滿意度調查結果，致力於縮小實際提供服務與用戶期待之落差，透
過 PDCA 循環，期將用戶的建議作為改進之針砭，找出滿足用戶之最
佳方案，以提升整體顧客服務水準。
參、工作期程：依合約規定日期完成。
肆、工作重點及目標
一、運用專業最適的服務品質衡量模式研訂衡量服務品質各構面及架
構，並發展衡量量表及問卷設計。
二、針對顧客滿意度的各項構面及架構，探討用戶對於經濟部所屬事業
整體及各項營運服務指標之滿意程度，並彙整各類型用戶關心議題
與需求，研提具體可行策略建議，作為事業未來因應改善之決策規
劃。
三、瞭解經濟部所屬事業各項服務工作推動是否符合用戶期許，依據用
戶認知之重視度與滿意度分數，建立管理矩陣，作為經濟部所屬事
業優先改善之重點。
四、建立顧客滿意度指標體系，提供經濟部所屬事業各單位及管理階層
制定更有效經營策略之參考。
伍、調查對象
一、台電公司：
(一)一般用戶：即一般低壓用電用戶，受訪對象須為最近一年曾向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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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洽詢或處理用電事宜如申請用電、繳納電費等之用戶。
(二)中大型用戶：為契約容量 100 瓩以上之高壓、特高壓用電用戶，
受訪對象為用戶之電氣負責人或負責與台電公司連絡、處理用電
事宜的人員。
二、中油公司：
(一)一般用戶：中油公司全台自營加油站（不包含離島地區加油站）
客戶。
(二)曾撥打至客服中心客戶。
三、台糖公司：台糖公司油品及商品行銷事業部之ㄧ般客戶及各事業部
中大型客戶。
四、台水公司：台水公司 13 個區管理處自來水用戶。
(一)一般用戶：受訪對象為過去一年內曾與台水公司接觸過(例如繳納
水費（含金融機構轉帳）
、申請用水、復水、供水事宜、查詢等)，
水量計口徑 40 公釐（不含基數）以下用戶。
(二)中大型用戶：受訪對象為過去一年內曾與台水公司聯繫用水事
宜，水量計口徑 40 公釐（含基數）以上用戶。
陸、工作內容
一、調查方式：
(一)台電及台水等 2 家公司採部分電話及部分臨櫃訪問問卷調查方式
辦理，電話訪問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中大型用戶訪問時
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二)台糖公司採部分電話及部分現場訪問問卷調查方式辦理，電話訪
問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中大型用戶訪問時間為上午九時
至下午五時。
(三)中油公司採用部分電話及部分現場訪問問卷調查方式辦理，電話
訪問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四)調查問卷及理論架構資料由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提供得標廠商
辦理。
二、問卷調查樣本數
(一)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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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用戶：(1)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1,200 份，其中包含臨櫃
訪問 600 份（以本島 24 個區營業處為抽樣地點）
，及曾撥打至
客服中心用戶抽訪 600 份（24 個區營業處，每區處至少 3 份）
。
(2)臨櫃訪問如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配合防疫工作，避
免群聚感染，經國營會同意後，廠商得減少或取消臨櫃訪問之
樣本數，並依據台電公司各區營業處之用戶數，將該樣本數分
配至曾撥打至客服中心用戶抽訪。
2、中大型用戶：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800 份，其中中型用戶(契
約容量 100-999 瓩者）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500 份；大型用戶
（契約容量 1000 瓩以上者）
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300 份(其中特
高壓供電用戶之抽樣有效樣本應至少 40 份)。
(二)中油公司：
1、一般用戶：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1,200 份。加油站訪問如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配合防疫工作，避免造成感染，經國營
會同意後，廠商得減少或取消加油站訪問樣本數，改由曾撥打
至客服中心用戶進行抽訪。
2、曾撥打至客服中心客戶：電話隨機抽訪有效樣本數至少 400 份。
(三)台糖公司：
1、一般用戶：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1,050 份，其中包含：
（1） 電話隨機抽訪 300 份（加油站 300 份）。
（2） 加油站現場訪問 450 份（抽查 15 家，每家 30 份）
。
（3） 蜜鄰便利超市現場訪問 500 份（抽查 10 家，每家 50 份）
。
2、中大型用戶：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70 份。
(四)台水公司：
1、一般用戶 (13 公釐/20 公釐/25 公釐)：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1,200 份，其中包含臨櫃訪問 600 份（以 13 個區管理處所屬服
務/營運所為抽樣地點），及曾撥打至客服中心用戶抽訪 600
份，各類問卷之有效樣本數依各區處用戶數佔比分配，分配後
各區處有效樣本數不足 10 份者以 10 份計。臨櫃訪問如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為配合防疫工作，避免群聚感染，經國營會
同意後，廠商得減少或取消臨櫃訪問樣本數，並依據台水公司
各區處用戶占比，將該樣本數分配至曾撥打至客服中心用戶抽
訪。
2、中大型用戶(40 公釐含以上在內)：抽樣有效樣本數至少 7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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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區處中大型用戶數佔比分配，分配後各區處有效樣本數不
足 10 份者以 10 份計。
三、為提升調查內容及研究報告品質，得標廠商於工作期間應向國營會，
分就台電、中油、台糖、台水 4 家公司之調查工作，提出期初、期
中 2 次工作簡報及書面調查報告：
(一)期初簡報：廠商在簽訂契約後之 15 天內(以 日 曆天計算，所有日
數均應計入)，正式執行調查前函送國營會，簡報內容包括工作計
畫、工作進度表、前置作業規劃安排、前測結果與建議及其他相
關工作等，經國營會同意後展開調查工作。
(二)期中簡報：自簽約完成後開始洽台電、中油、台糖及台水等 4 家
公司進行量化調查工作，於 110 年 11 月 19 日以前完成全部量化
調查工作，並於 110 年 12 月 3 日以前提出期中簡報函送國營會，
廠商應併同提交全部調查資料之電子檔(須轉換成 excel 或
OpenDocument 試算表)及完整之電話錄音檔、調查結果清冊(須註
明樣本編號或錄音檔編號、問卷訪談紀錄、調查日期及時間)，以
電子郵件方式傳送國營會及台電、中油、台糖、台水 4 家公司聯
絡窗口。期中簡報經國營會審查通過後，始繼續進行研究報告撰
寫，簡報重點如下：
1、向國營會提出初步實證研究結果及檢討。
2、說明撰寫調查完成報告準備作業。
(三)書面調查報告：廠商應於 110 年 12 月 31 日以前完成書面調查報
告初稿函送國營會審查，並依國營會及台電、中油、台糖及台水
等 4 家公司審查意見修訂，在 111 年 1 月 14 日以前將修正後之正
式調查報告函送國營會查驗，經國營會認可後，依合約分別就台
電、中油、台糖及台水公司等 4 家公司印製並裝訂調查完成報告
書，每家公司 12 冊(含電子檔光碟 12 份)，以及總結報告 7 冊(含
電子檔光碟 7 份)，共 55 冊(含電子檔光碟 55 份)送交國營會。
四、為使顧客滿意度調查內容較為客觀且具參考價值，廠商應自簽約完
成後開始進行調查工作，並須於 110 年 1 月 14 日以前向國營會提交
整份書面正式調查報告。撰寫調查報告之內容大綱應包括：計畫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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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研究設計、調查過程及方法、樣本特性分析、調查發現、滿意
度模式及管理矩陣分析、結論與建議等項，其基本架構綱要如附件。
五、委託專業服務期間得標廠商之主持人須善盡督導責任，除每期次率工
作團隊參加簡報，並對期末完成報告專業水準負責把關；調查報告內
容應條理分明，完整反映調查結果，研究結果「結論及建議」須具體
明確，具有提供經濟部所屬事業作為決策參考之價值。
六、國營會提供得標廠商抽樣之用戶資料、樣本訪問記錄及接觸情形分
析等資料，廠商須善盡保密及保管之義務，工作完成後不得自行影
印或以任何形式留底存放。若有洩密情事，機關保留法律追訴權。
七、委託專業服務期間，若國營會為配合實際需要，各項工作項目訂定
之工作期限及內容必須有所調整時，得標廠商應配合辦理調整。
八、調查結束後請廠商提交原始調查資料之電子檔(須轉換成 excel 或
OpenDocument 試算表)及完整之電話錄音檔、調查結果清冊(須註明
樣本編號或錄音檔編號、問卷訪談紀錄、調查日期及時間)，錄製成
光碟片共 2 份，分送國營會及調查事業單位，以便於與用戶溝通回
覆時，能夠更加詳實，且不滿意原因應針對調查問題項目具體說明。
九、其他廠商應配合事項：
(一)應配合安排各公司人員進行前測及調查期間電訪側聽作業。
(二)調查期間，廠商應加強督導訪員素質及應答技巧，避免因訪員態
度不佳影響用戶填答意願及觀感。
(三)工作簡報(含期初及期中)、調查報告初稿廠商應詳加審核並提升
產出品質，如查書面(電子)報告撰寫內容存有重大瑕疵(如分析
數據與結論建議明顯不一致)等，縱書面調查報告已印製完成，
廠商仍應重新補正報告內容。

柒、服務建議書【投標、審標文件】
一、「服務建議書」應依下述內容依序撰寫：
(一)服務之項目及工作範圍。
(二)執行本委託案構想及初步建議(含作業進度、工作構想與建議、工
作控管、進度及人力配置、服務成本分析、工作組織架構)。
(三)服務費用或費率組成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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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委託案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名單及簡歷（參與相關計畫名
稱、起迄時間及委託單位等，請特別註明）
、專長、所持證照及工
作服務證明。
(五)相關工作業績、資格證明文件。
(六)預期服務成果。
(七)投標廠商資源及履約能力說明（廠商規模、設備、員額及分包廠
商等支援能力）。
(八)結論與建議。
(九)創意或廠商承諾額外給付機關情形（以與採購標的有關者為限）
(十)附錄（投標廠商及其技術團隊之基本資格文件、其他足供參考之
文件資料）
二、服務建議書份數要求：
於招標公告收件期限內，用中文打字（如涉及專業技術用語得用英
文，但應有中文翻譯）
，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方式排版，裝訂成冊，
建議書內容每份以不超過 60 頁為原則（不含前後封面、目錄、隔頁
紙及附錄頁數），提送 15 份，裝於外封套內，依投標須知規定，投
標時送至國營會。另請繕打投標廠商負責本委託案聯絡人及其手
機、電話及傳真機號碼，俾利通知參加評選會議及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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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經濟部所屬事業 110 年度顧客滿意度調查委辦工作調查報告之
基本架構綱要
壹、 緒論
一、前言(調查緣起)
二、調查重點
貳、 研究設計
一、研究模型理論---顧客滿意度指標、服務品質模型
二、滿意度調查研究架構---分析模型、調查研究架構
參、 調查過程及方法
一、調查對象---一般用戶及中大型用戶
二、調查地區
三、調查期間
四、調查方式
五、調查項目及內容
六、抽樣設計及樣本配置原則---一般用戶及中大型用戶
七、計分方式及轉換說明
八、統計分析方式---樣本代表性檢定、頻次分析、交叉分析、變異數分析、
信度分析、效度分析、T 檢定、管理矩陣、F 檢定等
九、接觸紀錄
肆、 調查發現
一、一般用戶
1.樣本特性分析--有效樣本數與抽樣誤差、樣本與母體結構檢定分析、基
本資料分析
2.顧客滿意度指標說明--各項服務指標滿意度分析、用戶的服務需求及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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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大型用戶
1.樣本特性分析---有效樣本數與抽樣誤差、樣本與母體結構檢定分析、
行業別、契約容量別
2.顧客滿意度指標說明---申請用電、用水狀況及產品品質滿意度分析、
各類服務人員滿意度分析、各項服務指標滿意度分析、中大型用戶對台
電、台糖及台水公司的服務需求及期待
伍、 滿意度模式及管理矩陣分析
一、信度與效度---信度分析、效度分析
二、滿意度模式各構面分數---一般用戶及中大型用戶
三、滿意度模型各構面分析---一般用戶及中大型用戶
四、服務品質管理矩陣分析---一般用戶及中大型用戶
陸、 結論與建議
一、調查結論與發現
二、策略建議

備註：
本架構原則適用台電、中油、台水及台糖等 4 家公司，惟於實際調查時將依 4
家公司個別需求，而有減少分析項目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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