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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2年度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評鑑實施計畫 

一、 依據：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 

二、 計畫目的： 

  為提升本市動物福利，落實尊重動物生命教育及維護動物保

護之立法精神，本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明定得以輔導、協助及委

託各級學校、民間機構、團體辦理動物認養、絕育、救援、收容

管理及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等相關動物保護防疫工作事項，並得予

以獎勵，以強化受補助者辦理計畫或委託工作之執行成效。 

三、 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四、 執行機關：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動保處) 

五、 計畫期程：112年 1 月至 12 月 

六、 評鑑對象： 

  於 111 年 11月 1 日至 112 年 10 月 31日期間，依臺中市動物

保護自治條例第 11條規定向動保處申請補助或受委託辦理動物認

養、絕育、救援、收容管理及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等有關動物保護

防疫工作事項之學校、民間機構或團體。 

七、 計畫內容： 

（一） 成立評鑑小組： 

  評鑑小組置召集人 1 人，由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兼任，

副召集人 1人，由動保處處長兼任，其餘外聘委員 7 人遴聘名

單如下： 

1、 專家學者代表：謝長奇委員 

2、 專家學者代表：蕭立俊委員 

3、 專家學者代表：林佩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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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代表 

5、 社團法人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代表 

6、 社團法人台中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代表 

7、 社團法人臺中市獸醫師公會代表 

（二） 召開評鑑小組工作會議，辦理下列事項： 

1、 評鑑實施計畫及評鑑指標之審議。 

2、 評鑑事項之執行 

3、 其他與評鑑有關事項。 

（三） 公告評鑑實施計畫及評鑑標準： 

  於動保處公告欄、臺中市政府及動保處機關網頁公告 6

個月供民眾周知。 

（四） 評鑑方式與期程： 

1、 本評鑑計畫採書面評鑑方式辦理，評鑑期間自 111 年 11

月 1 日至 112 年 10 月 31日止。 

2、 動保處於辦理評鑑前 1個月，函請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

辦理之各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於 112 年 11 月 10 日前提

送評鑑書面資料（格式及撰寫說明如計畫附件）、受補助

或委託計畫工作成果報告書及其他佐證資料進行評分，活

動辦理實況可製作錄影檔提供委員作為評鑑參考。 

3、 動保處於 112年 11月 30日前召開評鑑小組工作會議進行

書面評鑑，評鑑前由動保處擬具計畫活動內容是否具體執

行之初審意見供委員評鑑參考，評鑑之結果經核定後，以

書函正式通知各受評單位評鑑結果，相關評鑑結果並公布

於動保處機關網頁。 

（五） 公開獎勵及獎金核付與核銷作業： 

  112年評鑑結果為優等及甲等之各學校、民間機關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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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由動保處頒發獎牌及獎金表揚獎勵，得獎單位應由單位

代表人簽收領據領取獎金及辦理獎補助經費核付與核銷相

關作業。 

八、 評鑑指標及細項配分：（如附表） 

（一） 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辦理成效： 

1、 計畫執行：15 分。（含計畫行政績效 5分、計畫完整度

10 分） 

2、 計畫成果：25分。（含計畫目標達成率 15分、成果報告

書完整性 10 分） 

3、 計畫成果運用與貢獻：15分。（含成果後續預期運用成

效 5 分、成果貢獻度 10分） 

（二） 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組織管理： 

1、 人力配置：10 分。 

2、 業務管理：15 分。（含媒體宣傳數量及效果 10 分、自籌

款分配比率 5分） 

3、 設備配置：10 分。 

（三） 綜合考評：10 分。 

（四） 加分項目：簡報答詢 10分。 

九、 評鑑等次與獎勵方式： 

（一） 評鑑結果等次如下： 

1、 優等：總分數達 90 分以上者。 

2、 甲等：總分數 80分以上，未達 90分者。 

3、 乙等：總分數 70分以上，未達 80分者。 

4、 丙等：總分數 60分以上，未達 70分者。 

5、 丁等：總分數未達 60 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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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勵方式： 

評鑑結果列優等及甲等者，依下列方式獎勵： 

優等：發給獎牌 1 面及獎勵金新臺幣 3萬元。 

甲等：發給獎牌 1 面。 

十、 經費來源： 

  本計畫經費總計新臺幣 9萬元整，由 112年度臺中市動物福

利基金「動物福利管理計畫－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流活動費－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救濟－獎勵費用」

項下支應。 

十一、 預期效益： 

  透過公開獎勵與評鑑方式，鼓勵本市各級學校、民間機關或

團體等民力資源，與政府共同參與動物認養、絕育、救援、收容

管理及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等相關動物保護防疫工作事項，強化受

補助者辦理計畫或委託工作之執行成效。 

十二、 其他： 

（一） 有關執行補助或受委託工作計畫之組織管理評鑑項目部

份，各申請補助或受委託辦理之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應提

送實際執行該工作計畫內容中有關「人力配置」、「業務管理」

及「設備配置」等項目之實際辦理情形並據以評分，倘未提

送者，本評鑑項目將由評鑑小組委員依據受補助或委託計畫

工作成果報告書內容逕予衡量及評分，受評單位不得異議。 

（二） 各申請補助或受委託辦理之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所提報計

畫未及於 112 年 10 月 31日前全部執行完畢，11月以後完成

的工作計畫績效評鑑將併入次（113）年度一同辦理評鑑，並

請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先行提報評鑑期間已執行完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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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鑑書面資料」、「工作計畫成果報告書」，並由評鑑小組

依據計畫執行進度及相關內容辦理評鑑。 

（三） 本評鑑小組委員有應迴避情事時，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及

第 33 條規定迴避。 

（四） 為避免不同評鑑小組委員對同一受評單位評分差異性過大，

以該受評單位所得之平均分數為基準，單一評鑑小組委員對

該受評單位之評分與其平均分數相差超過 15 分者視為極端

值，該評分將不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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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評鑑指標及細項配分 

一、 工作計畫辦理成效（權重 55﹪） 

項目（權重） 
評分計算方式 

（評鑑期間：111/11/1~112/10/31） 
備註 

計畫執行（15%） 
行政績效 (5%) 計畫內容、申請、執

行及核銷等行政作業

資料由動保處提供。 計畫完整度 (10%) 

計畫成果（25%） 
計畫目標達成率（15%） 依工作計畫成果報告

書進行評分。 成果報告書完整性（10%） 

計畫成果運用與貢獻

（15%） 

成果後續預期運用成效（5%） 依工作計畫成果報告

書進行評分。 成果貢獻度（10%） 

 

二、 工作計畫組織管理（權重 35%） 

項目（權重） 
評分計算方式 

（評鑑期間：110/11/1~111/10/31） 
備註 

人力配置（10%） 計畫執行人力配置（10%） 
工作計畫組織管理成

效辦理情形依附件自

我評估表填列，並提

供其他佐證資料。 

業務管理（15%） 
媒體宣傳數量及效果（10%） 

自籌款分配比率（5%） 

設備配置（10%） 計畫所需設備豐富度（10%） 

 

三、 綜合考評（權重 10﹪） 

項目（權重） 
評分計算方式 

（評鑑期間：111/11/1~112/10/31） 
備註 

綜合考評（10%） 整體印象評分（10%） 本項免填寫自我評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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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分項目（權重 10﹪） 

項目（權重） 
評分計算方式 

（評鑑期間：111/11/1~112/10/31） 
備註 

簡報答詢（10%） 簡報內容及計畫創新度（10%） 

本項免填寫自我評估

表。每單位以簡報及

答詢各 10分鐘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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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2年度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評鑑自我評估表 

（評鑑期間：111年 11月 1日～112年 10月 31日） 

單位名稱： 

單位網址： 

評鑑

項目 
配分 評估指標 權重 相關績效簡述 

工 

作 

計 

畫 

辦 

理 

成 

效 

55 

行政績效 5﹪ 簡要說明並以動保處提供之資料為準。 

計畫完整度 10﹪ 計畫內容重點說明。 

計畫目標達成率 15﹪ 簡要說明計畫目標達成率。 

成果報告書完整性 10﹪ 以所檢附之計畫成果報告書面資料逕予審議。 

成果後續預期運用成效 5﹪ 簡要說明計畫成果後續運用成效。 

成果貢獻度 10﹪ 簡要說明計畫成果的貢獻度。 

工 

作 

計 

畫 

組 

織 

管 

理 

35 

計畫執行人力配置 10﹪ 簡要說明計畫實際執行人力與配置情形。 

媒體宣傳數量及效果 10﹪ 

1.說明執行單位或他人刊登之平面媒體新聞及電子(網路)

媒體新聞或活動宣傳效果。 

2.媒體宣傳效果應檢附相關資料審查。 

自籌款分配比率 5﹪ 簡要說明該計畫執行單位之自籌款(自行負擔)分配比率。 

計畫所需設備豐富度 10﹪ 

1.簡要說明救援、收容管理設施及教材或宣導品功用及

特性。 

2.依工作計畫成果報告書所附之救援、收容管理設施照片

及教材或宣導品設計圖或樣張、樣品進行評分。 

綜 

合 

考 

評 

10 整體印象評分  10﹪ 本項免填。 

加 

分 

項 

目 

10 簡報內容及計畫創新度 
加分  

10﹪ 

1. 請製作電腦簡報，並於第 2 次評鑑小組工作會議召開

前 1週提供動保處彙辦。 

2. 計畫內容創新度說明。 

3. 由動保處依申請時間順序安排通知申請單位依序進行

簡報，每單位以簡報、答詢各 10分鐘為原則。 

 

計畫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