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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9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 

實施計畫 

         109年 4月 17日第 1090396337 號簽准 

一、 依據： 

(一) 志願服務法第 19條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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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志願服務法第 19條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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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目的：為瞭解本市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推展志願服務之成果，鼓勵 

 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落實志願服務法制與中央政策，提升志願服務績效 

 與品質。 

三、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四、 實施期程：採每 2年評鑑 1次，本次評鑑資料期程為 107年 1月 1日至 108 

 年 12月 31日止。 

五、 評鑑對象：評鑑 107年 1月 1日前，本市已備案之社福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六、 受評單位分組：考量受評單位間差異性，分為下列各組辦理評鑑： 

組別 (一)人民團體組 (二)社區發展協會組 
(三)公部門(含社會

局)、學校與基金會組 

隊數 91隊 41隊 37隊 

七、 評鑑項目與成績計算：指標細項，詳如附件。 

(一) 評鑑項目：基本指標(15％)、核心指標(25％)、特色指標(60％)。 

(二)評鑑成績計算：基本指標(15％)+ 核心指標(25％)+ 特色指標(60％)＝受

評單位評鑑總分。 

八、 審查階段： 

階段 指標項目與配分 內容 

1.初審 基本指標 (15％) 
由社會局盤點基本指標達 10分之受評單位，得以進入複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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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審 
核心指標(25％)與 

特色指標 (60％) 

由評鑑小組，就受評單位提供之書面資料(核心與特色指

標)進行審查。 

九、 辦理期程： 

規劃詳如下表，本局將於臺南市志願服務網與函文通知受評單位，並視實際

辦理情形調整之。 

階

段 
預計辦理時間 項目 內容 

第

一

階

段 

109年 5-6月 

「評鑑指標

說明會」與

「資料準備

教育訓練」 

透過辦理「評鑑指標說明會」與「評鑑資料準備教育

訓練」各 1 場次，使受評單位瞭解評鑑指標，並針對

評鑑內容進行相關檢視及準備。 

第

二

階

段 

109年 7-8月 初審 

(一)由社會局針對基本指標進行盤點調查，依據各受

評單位於 107、108年報送「志願服務半年概況表」

與「執行成果報告表」2部分進行評分，並將評分

結果公告於臺南市志願服務網，各受評單位不須

提供該部分佐證資料。 

(二)倘受評單位未報送上開 2 表，該指標一律評為 0

分。 

(三)針對公告於臺南市志願服務網評分結果有異議

者，受評單位得洽社會局反映。 

(四)初審成績達 10分之受評單位，進入第三階段－複

審，請將評鑑書面資料暨相關佐證資料(完成裝

訂)各 5份，於本(109)年 8月 28日(星期五)前函

送社會局。 

第

三

階

段 

109年 9-10月 複審 

由社會局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3名)組成「社會福利

類志願服務評鑑小組」，就受評單位提供之書面資料進

行審查，評定受評單位總成績。 

第

四

階

段 

109年 11-12月 
獎勵表揚與

輔導措施 

獲獎單位由社會局進行表揚活動，另亦針對需輔導之

受評單位，由社會局與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進行

輔導。 

 



3 

 

十、 評分與獎勵方式： 

(一) 針對各獲獎之受評單位，進行公開表揚，評分與獎勵方式如下： 

組別 (一)人民團體組 (二)社區發展協會組 
(三)公部門(含社會

局)、學校與基金會組 

隊數 91隊 41隊 37隊 

評分

與獎

勵 

1. 組別(一)、(二)與(三)：採分組進行評鑑，各組按組內評鑑總成

績之優先順序排列，獲獎名額依各組總隊數分配如下： 

評分等第與名額 說明 

(1)優等獎(3名) 

○1 獎勵：頒獲禮券 15,000元整、獎狀乙紙。 

○2 名額：為各組評鑑總成績第 1名之受評單位，各組名

額各 1名，名額共 3名。 

(2)甲等獎(4名) 

○1 獎勵：頒獲禮券 10,000元整、獎狀乙紙。 

○2 各組分配名額如下： 

A.組別(一)人民團體組：該組評鑑總成績第 2-3名之

受評單位，名額共 2名。 

B.組別(二)社區發展協會組：該組評鑑總成績第 2

名之受評單位，名額共 1名。 

C.組別(三) 公部門(含社會局)、學校與基金會組：

該組評鑑總成績第 2名之受評單位，名額共 1名。 

(3)特殊表現獎

(7名) 

○1 獎勵：頒獲禮券 5,000元整、獎狀乙紙。 

○2 各組分配名額如下： 

A.組別(一)人民團體組：該組評鑑總成績第 4-6名之

受評單位，名額共 3名。 

B.組別(二)社區發展協會組：該組評鑑總成績第 3-4

名之受評單位，名額共 2名。 

C. 公部門(含社會局)、學校與基金會組：該組評鑑

總成績第 3-4名之受評單位，名額共 2名。 

2. 上開各獎項別錄取名額，得視實際評鑑結果，由本局與評鑑小組

決議彈性調整之，必要時得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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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獎勵： 

1. 獲獎單位得列為本市志願服務績優觀摩單位。 

2. 受評單位為祥和小隊，且參加評鑑進入複審階段之受評單位，優先獲得領

冊志工保險補助。 

3. 參加評鑑進入複審階段之受評單位，優先獲得社會局志願服務業務科辦理

教育訓練之報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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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評鑑指標細項及配分表 

一、 基本指標(15％)：該指標係由社會局盤點調查並公布，各運用單位不須提供該部

分佐證資料。 

評鑑內容 評鑑指標 

(一) 志願服務半年概況表與成果報告表之報送（6分） 

1.每半年依期限報送志願服務半年概況

表(4分) 

2.每年依期限報送志願服務成果報告表

(2分) 

(二) 參加社會局辦理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4分) 聯繫會報上下半年與會情形(4分) 

(三) 志工平安保險（2分） 志工平安保險辦理情形(2分) 

(四) 志願服務紀錄冊(3分) 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3分) 

二、 核心指標(25％)： 

評鑑

項目 
評鑑內容 評鑑指標 

單位 

自評(分) 

佐證資料 

頁碼(P.) 

組
織
與
管
理
（
30
分
） 

(一)組織運作（2分） 
1.志願服務導引(1分)   

2.召開志工會議(1分)   

(二)資料管理機制(6分) 
1.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登錄(2分)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系統登錄情形(4分)   

(三)志工教育訓練（3分） 辦理(或督促志工參與)志工在職訓練(3分)   

(四)志願服務榮譽卡（1分） 協助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1分)   

(五)志工服務績效考核與激 

    勵措施(9分) 

1.訂有具體志工考核機制，並進行考核、激

勵與表揚 (3分) 
  

2.訂定與執行「不適任志工之輔導或離場」 

 (2分) 
  

3.志工人力維持及成長情形（2分）   

4.志工服務時數成長情形（2分）   

(六) 結合社會資源（4分） 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情形(4分)   

 

 

 



6 

 

三、 特色指標(60％)：考量各運用單位組織與服務內容之多樣性，故設立該特色指標，

組別分為「創意/特色、高齡志工、管理」3組，由受評單位擇其優勢，報名單一

組別，以呈現該受評單位推展志願服務之特色。 

組別(3 擇 1) 
特色項目之 

重點概述 

單位自評

(分) 

佐證資料 

頁碼(P.) 

(一)創意/特色組：係指對志願服務提出具特色工作

項目及作為，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如青年志

工、企業志工、家庭志工等成效。 

(二)高齡志工組：係指推動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如

代間融合、初老(65-74歲)服務老老等成效。 

(三)管理組：係指運用單位雖未具以上 2組別之推動

成效，惟整體組織運作管理完善。 

1.   

2.   

3.   

四、 評鑑成績計算：基本指標(15％)+ 核心指標(25％)+ 特色指標(60％)＝受評單位

評鑑總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