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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 
績優志願服務團隊評鑑計畫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4日中市地籍一字第 1110019044號函訂定 

壹、前言 

    為激勵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轄下所屬各地政事務所積極

推展志願服務業務，落實志願服務法制，並瞭解各地政事務所推展志願服務

工作之成果，進而達到充分運用志工人力資源，提升服務品質。 

貳、依據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19 條規定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1 年 4 月 25 日中

市社團字第 1110056672號函辦理。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本局 

肆、評鑑對象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志願服務團隊且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 志願服務團隊於 110年 12月 31日前成立滿 3年以上，團隊至少應有

團（隊）員 20人以上。 

二、 未獲 109年及 110年臺中市績優志願服務團隊之單位。 

伍、評鑑項目 

一、 依據本府社會局評選項目訂立 111年度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

事務所績優志願服務團隊評鑑-評鑑指標及評分標準表（如附件 1）。 

二、 評鑑指標項目及配分比（詳見附件 1）: 

指標項目 百分比 

一、組織功能

（25%） 

 

（一）招募志工計畫（含志工需求評估及工

作設計等） 
2% 

（二）志工服務規則 3% 

（三）志工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登錄與管理 5% 

（四）志工考評及獎懲 5% 

（五）團隊之組織運作（如：定期會議之召

開、幹部之遴聘、選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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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百分比 

（六）財務及文書管理（含資訊系統之運

用） 
5% 

二、服務績效

（35%） 

 

（一）服務計畫之執行績效（可採服務數

量、品質、效率及效益之方式呈現，

如：受服務者滿意度調查） 

13% 

（二）創新方案之服務績效 6% 

（三）社會資源結合與運用 8% 

（四）改善服務品質之具體措施 8% 

三、教育訓練

（20%） 

（一）訓練計畫（如志工基礎、特殊、成

長、督導或其他在職訓練等） 
4% 

（二）訓練執行情形 6% 

（三）訓練教材或手冊（請檢附樣本） 2% 

（四）訓練具體績效（如全體志工參與各項

訓練之比例及平均訓練時數） 
8% 

四、互動倫理

（10%） 

（一）服務認同感及持續性（如：近三年志

工流失率、志工滿意度調查結果等） 
2% 

（二）團隊與運用單位之協調性（如：召開

工作協調會報次數、定期督導紀錄） 
3% 

（三）志工間之互動關係（如：各項聯誼活

動辦理情形、團隊內部資訊溝通傳達

方式等） 

5% 

五、其他（如

服務特色或

特殊貢獻等）

（10%） 

 10% 

 

陸、評鑑期程 

階

段 
實施期間 辦理天數 工作內容 

一 
111 年 5 月 11 日
（三）前 

 成立評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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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實施期間 辦理天數 工作內容 

二 

111 年 5 月 5 日
（四）~ 

5 月 30 日（四）
前 

19天 
各地政事務所繳交書面報告 1式 5份 

（資料期間：108.1.1~110.12.31） 

三 

111 年 5 月 31 日
（五）~ 

6月 13日（一） 

8天 
評鑑委員書面審查及決審會議（擇定 1
天辦理） 

四 

111 年 6 月 14 日
（二）~ 

6月 23日（四） 

7天 函送評鑑結果及評議事項 

五 

111 年 6 月 24 日
（五）~ 

7月 5日（二） 

7天 

評鑑第 1名團隊，免備文將服務績效書
面報告 1式 3份及電子檔 1份檢送本局 

※111年 7月 15日(五)前送社會局 

六 

111 年 6 月 24 日
（五）~ 

7月 8日（五） 

10天 各所繳交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柒、評鑑報告 

一、 候選團隊資料表(附件2) 

二、 志願服務績效書面報告1式5份 

※書面報告請依「111年度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績優志

願服務團隊評鑑」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表（附件1）撰寫及呈現自108

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之志願服務績效說明及佐證資料，以

電腦橫書繕打，頁數限定100頁內(含佐證資料)，以雙面列印並裝訂

成冊，函送本局1式5份及電子檔1份。 

三、 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附件3) 

四、 參選團隊志願服務照片6張(繳交.jpg電子檔案即可) 

捌、評審 

由本局組成評鑑小組辦理評審，評鑑小組就各所之書面報告及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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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並召開決審會議，評定各所總成績。 

玖、獎勵方式 

一、 評鑑決審依總成績高低評定前 3 名，第 1 名團隊本局推薦參與「111

年臺中市績優志願服務團隊」評選。 

二、 獎勵敘獎標準： 

名次 最高獎勵總額度（嘉獎數） 

第 1名 6 

第 2名 5 

第 3名 4 

拾、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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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

績優志願服務團隊評鑑 

評鑑指標及評分標準 
 

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一、組織功能（25%） 

（一）招募志工計畫（含志工需求評估及工作設計等）（2%） 

訂定招募志工計畫 

另訂定志工招募計畫，並規劃具體可行之

志願服務項目 

※請敘明計畫名稱及訂定(修訂)年月日 

2  

實施計畫訂有志工招募計畫，且規劃具體

可行之志願服務項目 
1  

未訂有招募計畫，且未規劃志願服務項目 0  

（二）志工服務規則（3%） 

訂定志工服務規則 

依「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運用志工管理要

點」辦理，並另訂定所屬志工服務規則 

※請敘明規則名稱及訂定(修訂)年月日 

3  

依「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運用志工管理要

點」辦理，未另訂定志工服務規則 
2  

（三）志工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登錄與管理（5%） 

志工領有紀錄冊比率 

 

算式： 

領有紀錄冊人數÷志工總人

數×100% 

截至 110年底志工領有紀錄冊比率達 90%
以上 

5  

截至 110年底志工領有紀錄冊比率達 80%
以上 

4  

截至 110年底志工領有紀錄冊比率達 70%
以上 

3  

截至 110年底志工領有紀錄冊比率達 60%
以上 

2  

截至 110年底志工領有紀錄冊比率未達
60% 

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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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四）志工考評及獎懲（5%） 

志工考評(核)及獎懲辦理
情形 

每年均辦理志工考評(核)，並對志工公開
表揚獎勵 

5  

3年內有 2次辦理志工考評(核)，並對志
工公開表揚獎勵 

3  

3年內有 1次辦理志工考評(核)，並對志
工公開表揚獎勵 

1  

未辦理任何志工考評(核)及表揚獎勵活動 0  

（五）團隊之組織運作（如：定期會議之召開、幹部之遴聘、選任）（5%） 

辦理定期會議或聯繫會報 

（4%） 

每年辦理 2次以上定期會議或聯繫會報 4  

每年辦理 1次定期會議或聯繫會報 2  

每年未辦理任何定期會議或聯繫會報 0  

108至 110年度志工隊幹
部之遴聘、選任 

（1%） 

有辦理志工隊幹部之遴聘、選任 1  

未辦理志工隊幹部之遴聘、選任 0  

（六）財務及文書管理（含資訊系統之運用）（5%） 

經費預算編列或執行率

（2%） 

 

X經費預算成長率算式： 

(當年預算數-前一年預算

數)÷前一年預算數×100% 

Y執行率成長率算式： 

(當年執行率-前一年執行

率)÷前一年執行率×100% 

Z執行率算式：當年決算數

÷當年預算數×100% 

108至 110年度每年經費預算成長率(X)及
執行率成長率(Y)或執行率(Z) 
 

X≧0％及Y≧5％或Z≧90％：2分 

X≧0％及Y≧3％或Z≧85％：1.5分 

X≧0％及Y≧0％或Z≧80％：1.2分 

X＜0％及Y≧5％或Z≧90％：1分 

X＜0％及Y≧3％或Z≧85％：0.5分 

X＜0％Y≧0％或 Z≧80％：0分 

2  

文書管理（含資訊系統之

運用） 

（2%） 

 

志工於全國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基本資料完

整建置比率，得分依其建置比率*2計 

（4捨 5入算至小數點第 1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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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建置率公式：系統基本資料

完整建置人數÷志工總人數

×100% 

志工運作相關資料妥善建

檔管理 

（1%） 

 

※有無志願服務運用及管

理資料建檔(計畫、行政
等資料) 
※有無志工基本資料建檔

與保存妥善(個人資料、時
數等資料) 

志工運作相關資料妥善建檔管理，且於交

接時能確實傳承 
1  

志工運作相關資料妥善建檔管理，但未能

落實傳承 
0.5  

志工運作相關資料未能妥善建檔管理 0  

二、服務績效（35%） 

（一）服務計畫之執行績效（可採服務數量、品質、效率及效益之方式呈現，如：受服

務者滿意度調查）（13%） 

108至 110年度志工成長
數 

（3%） 

 

※各年度志工人數需與社

會局半年報(7-12月)資料
吻合，志工人數級距以

110年度為準 

※請分別敘明108至110年
度志工人數 

志工人數 50人以上 

志工成長總人數 2人以上：3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1人：2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0人：1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負成長：0分 

志工人數 40人-未達 50人 

志工成長總人數 3人以上：3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2人：2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1人：1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0人或負成長：0分 

志工人數 30人-未達 40人 

志工成長總人數 4人以上：3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3人：2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2人：1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未達 2人或負成長：0分 

志工人數未達 30人 

志工成長總人數 5人以上：3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4人：2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 3人：1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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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志工成長總人數未達 3人或負成長：0分 

108至 110年度志工服務
總人次 

（2%） 

 

※服務人次需與社會局半

年報（1-6月及 7-12月）
加總資料吻合 

※請分別敘明 108至 110
年度志工服務總人次 

※無增加者，請簡要說明 

每年服務總人次均增加 2  

108至 109年度或 109至 110年度，有 1
年度服務總人次增加 

1  

每年服務總人次未增加 0  

108至 110年度志工服務
總時數 

（5%） 

 

※服務時數需與社會局半

年報（1-6月及 7-12月）
加總資料吻合 

※請分別敘明 108至 110
年度志工服務總時數 

※無增加者，請簡要說明 

每年服務總時數均增加 5  

108至 109年度或 109至 110年度，有 1
年度服務總時數增加 

3  

每年服務總時數未增加 0  

受服務者滿意度調查

（3%） 

 

※請敘明辦理期間、滿意

度調查名稱及有效問券份

數 

※請提供滿意度分析結果

(報告) 

有辦理受服務者滿意度調查報告 4次以上 3  

有辦理受服務者滿意度調查報告 2-3次 2  

有辦理受服務者滿意度調查報告達 1次 1  

未曾辦理受服務者滿意度調查 0  

（二）創新方案之服務績效（6%） 

108至 110年度對志願服
務工作提出並實行創新、

具特色工作項目，且足為

其他各所學習推廣 

對志願服務工作提出並實行創新工作項

目、作為達 6項以上 
6  

對志願服務工作提出並實行創新工作項

目、作為 4-5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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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6%） 

 

※創新項目及作為，請敘明

實行年月 

對志願服務工作提出並實行創新工作項

目、作為 2-3項 
3  

對志願服務工作提出並實行創新工作項

目、作為達 1項 
2  

未對志願服務工作提出並實行創新工作項

目、作為 
0  

（三）社會資源結合與運用（8%） 

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執行

志願服務情形 

※視辦理情形彈性給分 

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執行志願服務業務具

體績效(如人力、物力或財力等) 
8  

（四）改善服務品質之具體措施（8%） 

服務個別化、服務有效性

或服務品質控管方式 

（5%） 

 

※視辦理情形彈性給分 

服務個別化、服務有效性或服務品質控管

方式之具體作為 

個別化服務，例如：語言、對行動不便者

的服務等 

服務有效性，例如：解決(轉介)洽公民眾
問題情形 

5  

依受服務者滿意度調查結

果之改善措施 

（3%） 

 

※視辦理情形彈性給分 

依據受服務者滿意度調查結果之具體作為 

 

※請依滿意度分析結果(報告)說明 

3  

三、教育訓練（20%） 

（一）訓練計畫（如志工基礎、特殊、成長、督導或其他在職訓練等）（4%） 

訂定訓練計畫 

另訂定志願服務教育訓練計畫 

 

※請敘明計畫名稱及訂定(修訂)年月日 

4  

依「志願服務法」及「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暨各地政事務所志工志願服務特殊訓練實

施計畫」辦理 

3  

（二）訓練執行情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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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辦理(參加)訓練情形 

 

算式： 

108至 110年度辦理(參加)

訓練總場次÷3年 

※請敘明教育訓練辦理(參
加)年月日、課程名稱、本所
志工參與人數 

每年平均辦理(參加)5場以上志願服務教育
訓練(如志工基礎、特殊、成長、督導或其
他在職訓練等) 

6  

每年平均辦理(參加)3-4場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如志工基礎、特殊、成長、督導或其
他在職訓練等) 

4  

每年平均辦理(參加)1-2場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如志工基礎、特殊、成長、督導或其
他在職訓練等) 

2  

未辦理(參加)任何教育訓練 0  

（三）訓練教材或手冊（請檢附樣本）（2%） 

訓練教材或手冊 
有訓練教材或手冊 2  

無訓練教材或手冊 0  

（四）訓練具體績效（如全體志工參與各項訓練之比例及平均訓練時數）（8%）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地政

類特殊訓練各 6小時比率 

（2%） 

 

算式： 

完成訓練人數÷志工總人
數×100%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地政類特殊訓練比率

皆達 100% 
2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地政類特殊訓練比率

皆達 90%以上 
1.5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地政類特殊訓練比率

皆達 80%以上 
1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地政類特殊訓練比率

皆達 70%以上 
0.5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地政類特殊訓練比率

僅(未達)60% 
0  

志工參與各項訓練之平均

人次 

（3%） 

 

算式： 

108至 110年度本所志工參

與各項訓練(基礎、特殊、

在職等)總人次÷3年 

參與訓練志工平均每年 10人次以上 3  

參與訓練志工平均每年 5-9人次 2  

參與訓練志工平均每年 1-4人次 1  

無志工參與各項訓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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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志工總人數參與各項訓練

之平均訓練時數 

（3%） 

 

算式： 

D={(A+B+C)÷3年} 

A=108年本所志工參與各
項訓練總時數÷108年志
工人數 

B=109年本所志工參與各
項訓練總時數÷109年志
工人數 

C=110 年本所志工參與各
項訓練總時數÷110 年志工
人數 

志工參與各項訓練之平均訓練時數每年達

6小時以上 
3  

志工參與各項訓練之平均訓練時數每年 4
小時以上未達 6小時 

2  

志工參與各項訓練之平均訓練時數每年 2
小時以上未達 4小時 

1  

志工參與各項訓練之平均訓練時數每年未

達 2小時或均未參與各項訓練 
0  

四、互動倫理（10%） 

（一）服務認同感及持續性（如：近三年志工流失率、志工滿意度調查結果等）（2%） 

108至 110年度志工滿意
度調查 

 

※請敘明辦理期間、滿意

度調查名稱及有效問券份

數 

※請提供滿意度分析結果

(報告) 

有辦理志工滿意度調查報告 4次以上 2  

有辦理志工滿意度調查報告 2-3次 1  

有辦理志工滿意度調查報告達 1次 0.5  

未曾辦理志工滿意度調查 0  

（二）團隊與運用單位之協調性（如：召開工作協調會報次數、定期督導紀錄）（3%） 

召開聯繫會報之主持人層

級 

（2%） 

平均每年召開 2次以上志願服務聯繫會
報，均由主任主持 

2  

平均每年召開 2次以上志願服務聯繫會
報，均由秘書以上層級主持 

1.5  

每年召開 1次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由秘書
以上層級主持 

1  

每年未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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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召開聯繫會報之成效 

（1%） 

對建議事項有後續之處理及追蹤列管，並

提出精進做法 
1  

對建議事項有後續之處理及追蹤列管 0.5  

對建議事項無後續之處理及追蹤列管 0  

（三）志工間之互動關係（如：各項聯誼活動辦理情形、團隊內部資訊溝通傳達方式  

      等）（5%） 

各項聯誼活動辦理(參加)
情形 

（2%） 

 

※請敘明活動年月日、活動

名稱及本所志工參與人數 

平均每年辦理(參加)2場以上聯誼活動 2  

平均每年辦理(參加)1場聯誼活動 1  

未辦理(參加)聯誼活動 0  

團隊內部資訊溝通傳達方

式 

（3%） 

 

※請敘明溝通方式，及對於

問題之處理方式 

3種以上溝通傳達方式，且團隊內部提出
之疑義會尋求解決方式 

3  

1-2種傳達溝通方式，且團隊內部提出之
疑義會尋求解決方式 

2  

3種以上溝通傳達方式，但對於團隊內部
提出之疑義不會共同討論尋求解決方式 

1  

1-2種溝通傳達方式，但對於團隊內部提
出之疑義不會共同討論尋求解決方式 

0.5  

團隊內部無資訊溝通傳達方式 0  

五、其他（如服務特色或特殊貢獻等）（10%） 

服務特色或多元性 

（3%） 

 

※視辦理情形彈性給分 

具特色性或多元性志願服務辦理情形 

特色性，例如：園藝志工、一日志工、桌

遊志工等 

多元性，例如：高齡志工、新住民志工、

青年志工、家庭志工等 

3  

特殊貢獻 

（3%） 

 

※視辦理情形彈性給分 

志願服務團隊對地政業務或志願服務業務

有特殊貢獻之具體作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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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得分 

志工福利 

（2%） 

每年舉辦志工相關活動或聯誼活動(如：
觀摩活動、慶生、因應節日等相關活動) 

2  

108至 110年度曾舉辦志工相關活動或聯
誼活動(如：觀摩活動、慶生、因應節日
等相關活動) 

1  

未辦理任何志工日相關活動或聯誼活動 0  

因應疫情，發展之服務項

目或作為 

（2%） 

有因應疫情，發展之服務項目或作為 

※請敘明辦理情形及相關績效 
2  

無因應疫情，發展之服務項目或作為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