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1年度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鑑 簡章

壹、依據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十九條第三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志願

服務之機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及第十九條第四項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前項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

貳、目的
一、瞭解109、110年度期間（109年 1月 1日至110年 12月 31日止）本市社會福利

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實際推展志願服務工作之成果。

二、藉由與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面對面溝通，了解各機構推行志願服務之問題及需求

三、評鑑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給予獎勵及表揚，提昇機構組織、志工運用能力，

以提升社會福利之推行效能。

四、促進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共同學習交流，互惠雙方、共蒙其利。

五、透過評鑑機制，共同檢討過去，策勵未來，不斷提升志願服務績效與品質。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財團法人亞洲大學承接)

肆、辦理期程
階段 實施期間111年 工作內容

一 5月至6月
1.評鑑準備說明會：111年 5月 9日(一)

2.評鑑書面資料收件：即日起至111年 6月 30日(四)止

二 7月4日至7月29日
1.評鑑委員書面資料審查與評分

2.公布各組進入決審名單

三 8月

決審單位報告及評鑑決審會議

1.財團法人/公部門組：111年 8月 24日(三)

2.社區組：111年 8月 22日(一)

3.人民團體組：111年 8月 18日(四)

四 9月 30日前 公布評鑑結果

伍、考核及評鑑內容
一、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業務考核

(一)考核對象：臺中市政府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二)考核內容：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七條及臺中市政府祥和計畫志願服務小隊進場

作業實施計畫中，志願服務團隊於核備成立後，應配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

理之行政事項，以此做為本項考核之項目與內容：

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業務考核項目

(109、110年志工隊應配合事項及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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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式與公告：

1.資料審查時程：111年 3月。

2.由業務單位就109、110年受評單位配合之行政事項情形進行考核，並彙整

結果公告於臺中市志工媒合平臺。

3.考核結果公告：111年 4月。

二、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及特色評鑑

(一)評鑑對象：109年 1月 1日前，已核備臺中市政府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

務運用單位。

(二)評鑑資格：採自願參加，且須完成報送      111      年度志願服務計畫書及      110      年度  

志願服務成果報告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方符合參與資格。

(三)評鑑分組：本次評鑑共分為三組進行，如下表

組別 財團法人/公部門組 社區組 人民團體組

說明
財團法人、公部門、公

私立學校、公司行號

社區發展協會
(含已法人登記之社區發展協會8隊)

人民團體(協會)

入選隊數 最多 4隊 最多 6隊 最多 8隊

獎項
特優1名、優等 1名、甲

等 2名

特優2名、優等 2名、

甲等 2名

特優2名、優等 3名、甲

等 3名

（主辦單位得審酌參與團隊比例調整各組進入決選隊伍數）
(四)評鑑內容：本次評鑑將針對基本指標 20%、核心指標 65%(志工管理35%+志工

服務績效30%)、創新指標 15%，作為評鑑項目指標，詳如附件1。

(五)評鑑方式與獎勵：

1.檢附資料

由受評鑑之單位根據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推展志願服務工作

績效等 實際情形，詳實填寫評鑑書面報告，書面報告內容敬請遵照以下規定：

(1)臺中市 111年度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及特色評鑑指

標執行摘要暨自評表含封面(附件2)、志工團隊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附

件3)及評鑑資料檢核表(附件4)。

(2)內容格式：以 word軟體編輯，字型：標楷體、字型大小12號字、固定行

高 22pt，頁數以不超過50頁為限。

(3)附件2請繳交紙本資料      1      式      3      份及電子檔      1      份  ，附件3、4僅需繳交紙本資

料及電子檔      1      份  。

(4)基於資料保密與隱私維護，提交相關資料時，請務必將服務對象或志工

之個人基本資料(如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等)塗去；若照片內容有服務



對象，尤其是保護性個案，請勿放置個案照片或請將其臉部以馬賽克處

理。

(5)上述資料概不退還，請務必自行保留原始檔案。

※上述表單請至「臺中市志工媒合平台網站→下載專區→評鑑專區」下載

評鑑專區連結: https://reurl.cc/p1n5AQ      評鑑專區 QR

CODE:

2.評鑑資料繳交期限與方式

(1)收件日期：即日起至6月30日(四)止，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2)收件方式：可以親送或郵寄方式繳交至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404臺

中 市 北 區 精 武 路 291 之 3 號 7 樓 ) ； 電 子 檔 請 寄 至

tcvsc.asia@gmail.com，主旨請註明參加「111年度臺中市社會福利及綜

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願服務評鑑」，寄出後請務必來電志推中心確認。

(3)聯絡資料：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04-24375973分機15 彭社工。

3.資料審查

(1)時程：111年 7月 4日至7月22日。

(2)社會局得邀請府外委員(含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社會局業務相關人

員組成評鑑小組(每評鑑組別 2名專家學者)就受評單位提供之資料及相

關佐證資料進行審查評分，並由社會局於彙整評分後，依分數高低，公

告決審名單。

(3)各組資料審查分數最高之入選單位將進入評鑑決審。

(4)決審名單公告：111年 7月 29日(五)前

4.評鑑決審

(1)辦理時間：

A.財團法人/公部門組：111年 8月 24日(三)

B.社區組：111年 8月 22日(一)

C.人民團體組：111年 8月 18日(四)

(2)辦理地點：臺中市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7樓思想廚房

(3)辦理方式：進入決選之受評單位應出席工作簡報，為促使各單位能藉此

相互交流及觀摩學習，當天須於指定時間至報告地點集合，並於會場陳

列相關服務內容、績效及相關佐證資料，並進行簡報；評鑑小組就受評單

位之簡報、書面報告、相關佐證資料等詳加審查評分，召開決審會議後，

評定決審受評單位總成績。

(4)報告程序及時間分配如下表：(視實際入選團隊情況調整排程)

A.財團法人/公部門組(入選隊伍最多 4隊)

時間 程序

9:00-9:10 長官致詞並介紹評鑑委員

9:10-9:20 說明評鑑決審報告規則

9:20-10:50 口頭簡報(ppt)&委員詢答(共計4個單位)

10:50-11:00 報告結束、總結

11:00-12:00 午餐

12:00-14:00 評鑑決審會議

https://reurl.cc/p1n5AQ


B.社區組(入選隊伍最多 6隊)

時間 程序

9:00-9:10 長官致詞並介紹評鑑委員

9:10-9:20 說明評鑑決審報告規則

9:20-11:30 口頭簡報(ppt)&委員詢答(共計6個單位)

11:30-11:40 報告結束、總結

11:40-12:40 午餐

12:40-15:00 評鑑決審會議

C.人民團體組(入選隊伍最多 8隊)

時間 程序

9:00-9:10 長官致詞並介紹評鑑委員

9:10-9:20 說明評鑑決審報告規則

9:20-12:20 口頭簡報(ppt)&委員詢答(共計8個單位)

12:20-12:30 報告結束、總結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評鑑決審會議

(5)評鑑結果公告：111年 9月 30日(五)前

5.評鑑單位表揚獎勵

(1)各單位決審成績總分須達 80分以上，才具獲獎資格，隊數不足則從缺。

(2)依據決審成績，財團法人/公部門組特優1名、優等 1名、甲等 2名；社區

發展協會組特優2名、優等 2名、甲等 2名；人民團體(協會)組特優2名、

優等 3名、甲等 3名，共計18隊。

(3)主辦單位得審酌評鑑小組意見，調整獲獎隊伍數。

(4)獎勵內容：

獎項 獎勵內容

特優 獎金 8,000元、獎牌一座

優等 獎金 5,000元、獎狀一紙

甲等 獎金 3,000元

參加獎 獎金 1,000元

(5)凡參加本評鑑但未獲獎之單位，皆發放 1,000元參加獎，以資鼓勵。

(6)其他獎勵：

A.獲獎名單將於臺中市志工媒合平臺網站公告。

B.優先安排獲獎單位製作深度報導專題，刊登於本市志願服務專刊。

C.獲獎單位列為臺中市推展志願服務績優觀摩單位。

6.評鑑對象權利維護事項

為鼓勵及增加參與團隊相互觀摩交流學習之機會，本次入選之受評單位工

作簡報當天，將開放現場觀摩，但就評分及會議內容不得對外公開，評定結果

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統一發佈，評鑑小組對受評單位相關資料應善盡保密義務，

評鑑過程亦須遵守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受評單位如有申訴事項，可向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反映。

7.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聯絡資訊



(1)地址：404-293臺中市北區精武路 291之 3號 7樓

(2)電話：04-24375973  傳真：04-24367034

(3)電子信箱：tcvsc.asia@gmail.com

(4)本案聯絡人：彭社工

mailto:tcvsc.asia@gmail.com


111年度臺中市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志願服務評鑑說明會 報名表

一、辦理時間：111年 5月 9日 星期一 14:00~15:00

二、辦理地點：臺中市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7樓思想廚房(臺中市北區精武路 291之 3號 7

樓)

三、參與對象：有意願及符合評鑑參與資格之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四、報名方式：

1.請填寫報名表以傳真或埽描檔案      E  -mail      至本中心。

2.點選google表單報名連結或掃描 QRcode填寫線上報名表單報名。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單位提問

※google表單報名連結：https://reurl.cc/6EzNYk

※報名 QRCODE：

※填寫傳送報名表後，請務必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謝謝。

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彭社工

電話：04-24375973*15

傳真：04-24367034

信箱：tcvsc.asia@gmail.com

https://reurl.cc/6EzNY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