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體育性) 

優 
點 

1. 整體的社團在資料呈現部分完整，以體育性社團的表現部分算是

值得嘉許。 

2. 活動的部分在防疫宣導及落實值得嘉勉學習，充分分布在大小活

動之中。 

缺 

點 

1. 部分的社團組織章程年代久遠，內容已不合時宜建議修正，錯

別字、格式、段落應再努力檢視。 

2. 產物保管：欠缺相關法規或要點來加以運用約束。 

3. 年度計畫及行事曆常常混淆，分布清楚，因此無法判別必要之

門檻。 

改 
進 

措 

施 

1. 組織章程：建議提供公版給社團參考，已收整體之效果。記得

要附上（修正會議及對照表）。 

2. 財務、產物管理相關要點或辦法，比照組織章程提供公版模

式。 

3. 年度計劃書與行事曆等等的相關，有關於社團經營管理成效部

分。建議多加辦理相關的研習營或成長課程，鼓勵社團成員參

加，亦可增進學生學能，社團經營管理的效益。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體育性) 

1. 大多數社團未訂定財務管理辦法，或有少數社團以組織章程中的經費相

關條文，視為社團財務管理辦法；然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以社團組織

章程為母法依據，再另訂定社團完善的財務管理辦法條文。 

2. 社團經費控管部分，僅以郵局存簿影本及簡單的收支報表來呈現之社團

居多，缺活動經費收支月報表、未編列學期活動預算表、學期結束亦未

呈現活動執行後的活動決算表、學期活動經費使用之預、決算對照表。 

3. 活動結束後辦理核銷，發票或收據應黏貼於憑證表單上，不應該零散呈

現。 

4. 財務徵信是指社團的財務經費使用情況，是否有公開透明呈現給社員知

悉?是採何種徵信方式(網路、紙本公告、會議告知等)?如何佐證社團有

辦理財務徵信?多久辦理財務徵信? 

5. 特色活動的”特色”概念不夠明確清晰。 

6. 活動辦理資料正確歸檔方式應以:活動前(籌備階段) 、活動中(執行階

段) 、活動後(檢討階段)三個階級次序來建構。 

7. 社團會議類型有:社員大會(全體社員參加) 、幹部會議(幹部參加)及活動

會議(籌備規劃辦理活動的人參加)三種不同位階。 

8. 社員大會≠幹部會議≠活動會議:會議也≠活動。 

9. 會議召開應備有下列相關資料，包括有:會議通知、(會議議程) 、會議簽

到表、正式的會議紀錄；紀錄者是誰?紀錄也應陳給指導老師核閱知悉。

活動會議區分有:籌備會議(行前會議)及檢討會議，部份社團沒有召開活

動籌備會議，但卻有召開檢討會議；甚至缺開會通知及簽到表。 

10. 絕多數社團均有實施活動滿意度問回饋調查，也有呈現量化之問卷數據

圓餅圖，做法值得嘉許肯定。建議能再深入探究分析數據的結果原因，

並提出改進的作法，將更符合活動辦理的 PDCA(計畫→執行→檢討→改

善)管理循環模式。 

11. 社團評鑑中有關活動特色與績效部分，包括是否有辦理服務學習(帶動中

小學、教育優先區營隊、社區服務等活動) 、參與或辦理跨校性的活

動、協辦或承辦學校的活動等，如果社團有辦理上述這些活動，評鑑成

績將會大大加分，此外，建議體育性社團宜爭取申辦帶動中小學，及教

育優先區營隊活動，除可挹注活動經費外，又有活動績效分數可拿分。

辦理或參與校外活動時，應該有風險控管的觀念，而辦理旅平保險即為

風險管理的方法之一。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自治性/綜合性) 

優 
點 

1. 社團活動足夠。 

2. 許多系會活動與專業連結。 

3. 財務有許多系會已有「財務管理辦法」。 

 

缺 

點 

1. 可能因為疫情影響，有少數系會沒有服務學習較可惜。 

2. 可以在活動層面多敘述「特色點」才容易跳出，另要思考「特色

點」為何? 

3. 財務資料的整理邏輯，從辦法、預算、憑證、月報表、結(決)算

表整理有些社團無整理憑證，較可惜。 

改 
進 

措 

施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自治性/綜合性) 

優 

點 
 

缺 

點 

1. 部分社團缺少會議紀錄，或是會議記錄缺通知單、簽到單等重要

佐證資料。 

2. 系會或社團器材除建檔造冊外，相關的借用紀錄及盤點紀錄應建

立，確保器材避免遺失。 

3. 年度計畫是當年度要辦理之活動規劃，社團發展計畫是未來社團

發展的目標與理想，應分短、中、長期來規劃，以確保社團持續

經營與運作，兩者要能相互呼應，年度計劃必須依據社團發展計

畫來擬定。 

4. 部分社團無社長交接資料。 

5. 組織章程應依中央法規標準詳列修訂歷程，修訂會議記錄應完整

檢附所有資料並依章程規定之方式辦理社團管理與運作。 

改 

進 

措 
施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服務性) 

優 
點 

1. 社團資料大多能依資料夾依序分類建檔 

2. 活動績效均能區分一般性活動、傳統活動與特色活動。 

3. 活動資料整理相當詳盡。 

缺 

點 

1. 部分社團財產未能完整登錄於資料夾中。 

2. 活動檔案活動目標與活動檢核未能相呼應 

3. 部分活動僅以照片作為成效 

改 
進 

措 

施 

1.建議平時即可將檔本資料上傳或電子化，以符合時代潮流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服務性) 

優 
點 

1. 部分社團能依規定上傳資料、分類。 

2. 組織章程都有呈現，但修訂內審有待增補。 

缺 

點 

1. 檔案電子化上傳技術尚待改進。 

2. 大多數社團未依資料評分方式呈現檔案。 

3. 會議資料、經費控管檔案尚待提升。 

改 
進 

措 

施 

1. 建議學校評分表宜依新評分內容製作對應內容。(及修改評分表)。 

2. 上傳方式及檔案分類(根、子…)請再講習。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學藝性) 

優 
點 

1. 各社團均訂有嚴謹的組織章程並有訂修定時間。 

2. 各社團大致能訂定短、中、長程計畫並有行事曆。 

3. 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完備。 

4. 活動宣導均能善用社群網頁。 

5. 財產清冊均能清楚載列器材與設備清單。 

缺 

點 

1. 組織章程為法律規章，須以條文方式呈現，因此圖表不宜出現在

章程中。 

2. 各社團交接後，未呈現針對幹部實施訓練。 

3. 各項會議紀錄，應陳指導老師簽名核閱。 

4. 訂定產物保管制度，應有訂定時間與何會議通過。 

改 
進 

措 

施 

1. 章程內要將罷免及退費機制加入條文中。 

2. 章程修訂要經幹部會議及社員大會程序。 

3. 各社團的短、中、長程計畫，應逐年滾動式修正。 

4. 組織成員的個人資料取得，應訂定社團個資保護辦法。 

5. 建議訂定社團數位管理規則，並有專人管理網頁實施觀看洞察分

析。 

6. 財產的身分紀錄；除有圖片為證外，並應有購買時間、置放地點、購入價

格、品名與樣式等標示。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學藝性) 

優 
點 

學校格式大部分均能完整掃描，很棒！ 

缺 

點 

財務辦法決行層級應依法行政 

相關資料彙整分析，不僅限於月報表 

財務應分工管理，並說明分工 

活動成效應分析評估，以圖表呈現為佳 

改 
進 

措 

施 

1. 財務辦法依法行政較弱可加強 

2. 活動績效呈現可一案一卷，依時程排列成果冊為佳 

3. 活動特色與績效連結可依評分表項目加強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康樂性) 

優 
點 

1. 整體而言，社團管理與運作資料架構完備 

2. 社團運作活絡，基本運作已有基礎 

缺 

點 

1. 章程規範內容多元，且部分法條過於白話，建議可安排社團章程

辦理一次全面性健檢 

2. 部分社團短、中、長程計畫未對應(目標、策略、項目、經費、

資源、管理) 

3. 部分社團於產物管理方面，缺少盤點、借用等管理紀錄。 

改 
進 

措 

施 

1.社團運作整體而言，制度與管理均趨完善，唯法規制度之嚴謹度與

各效標之對應上，建議可利用法規健檢與增加資料整理講習，藉以提

升。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康樂性) 

優 
點 

 

缺 
點 

 

改 

進 
措 

施 

1. 財務管理應有單獨規章來明定經費來源、使用程序、管理權責，收

退費規定。 

2. 財務管理最基本應有的報表：預算、決算、日記帳、月報表、收支

明細表、徵信紀錄。 

3. 活動檔案應該一個活動一個檔案，並依循 P.D.C.A.程序依序放入

所有檔案，服務學習檔案也是。 

4. 成果報告不能當作是全部資料。 

5. 特色與績效應有數據分析資料及活動成效說明，並敘明活動特色

及創新的地方。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學術性) 

優 
點 

1. 社團多願意配合數位化評選作業實屬難得。 

2. 有社團會思考如何使資料更容易看讀，使用目錄索引連結，可加

速查詢。 

3. 數位化資料更容易傳承和留存。 

4. 個資授權部份看到很多社團都會簽。 

缺 

點 

1. 相較去年感覺社團資料量略減。 

2. 如何讓社團保有基本資料，仍大家一起努力。 

改 
進 

措 

施 

 



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學術性) 

優 
點 

1. 社團願意參與學校數位化評選作業，實屬難得。 

2. 有社團會思考如何讓數位資料更容易閱讀，使用目錄、索引和連

結，可以加速閱讀也更容易資料留存和傳承。 

3. 需多社團都有讓幹部社員簽屬各個資授權書，個資觀念已有落實

趨勢。 

缺 

點 

1. 相較去年社團資料量感覺略減。 

2. 如何思考社團保有基本資料，需大家一起努力。 

改 
進 

措 

施 

1. 年度評鑑部分是否與全國社團評選標準一致，值得思考，是否因

此有利參加全國社團評選。 

2. 社團資料一致性部分，很多社團資料檔案格式有 PDF、JPG或 EXL

檔，建議應該要一致性。 

3. 資料掃瞄要注意解析度，有些會霧霧的，或者是資料正直或歪斜

的。 

4. 要跳脫紙本資料的樣式。以前紙本資料彩色輸出貴，但是現在數

位化之後，是否應該設計屬於社團風格或活動風格的設計樣式。 

組織章程 

1. 全銜要完整，應該是"校名+社團名稱"組織章程。 

2. 訂定修訂日期，置於組織章程下面，須如實呈現，向右靠齊。 

3.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

款、目。項不 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

字，目冠以（一）、（二）、（三）等數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

分章後，第幾條是續號，而不是再從第一條開始。 

4.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冠以１、２、３等數字，並稱為第某

目之１、２、３。法規內容繁複或條文較多者，得劃分為第某

編、第某章、第某節、第某款、第某目。許多社團有表格化，

表格可以方便格式調整縮排這些，建議要淡化表格。 

5. 依照我們社團組織章程一般建議約五至九章劃分，視法規條文

多寡。 

6. 第一章總則，一般規範 定名、宗旨、任務、社址、主管機管

等。 

7. 第二章社員，規範社員，社員資格，社員總類，社員入出、出

會、除名、權利和義務等。普遍缺出會及除名規定。 

8. 第三章組織(組織與職權)，會員大會要為社團最高權力機構，

再來是組織設置及職掌要清楚，重點，這章就是可以畫出組織

架構圖的。但是，組織架構圖不建議放在章程內。 

9. 第四章為會議，明定社團各式會議，會員大會和幹部會議的職

權，定期會議招開次數和時間，臨時會的招開方式等。 



10. 第五章為選舉，除了大方向的規範正副社長資格及選舉方式

外，可以另訂選舉罷免要點另訂之，詳細定規則。 

11. 第六章是經費或財務，明訂經費來源、會計年度、收退費規

定、社團停社財產歸屬，可另訂經費管理要點，詳細去規定社

費的預決算、收支、財務管理的規則。器材管理要點亦是。 

12. 第七章是附則 

13. 修正條文部分要呈現修正條文對照表和該次會員大會通過的紀

錄來佐證。 

年度計畫部分 

14. 有社團把短程計畫當成年度計畫，或者把行事曆當成年度計畫 

15. 活動執行成效表除了表記每單項活動成果外，可以加總呈現，

如活動執行率，人數參與度、經費執行率、活動滿意度…..

等。 

管理運作 

16. 發現社導、幹部和社員的資料呈現方式格式都不大一樣，建議

同一個社團的資料應該一致。 

17. 照組織章程規定，應該至少會有會員大會、幹部會議和活動籌

備會，就要如實呈現。 

18. 會議資料普遍缺會議簽到表或會議記錄沒有簽章(紀錄、社長和

社導)，會議記錄需要有內容。 

19. 會議資料應包含(1) 會議通知、(2).會議資料(議程)、(3).會

議紀錄、(4).會議照片、(5).會議紀錄公告、(6).手簽簽到

表，最基本有要有會議通知、會議紀錄及手簽簽到表。 

20. 普遍缺選舉、交接和幹訓 

社團數位化 

21. 需要有網路管理要點，規範網頁資訊，有社團會將資料存於雲

端，讓傳承更容易。 

22. 數位化部分有社團呈現臉書、粉專、IG、LINE…除了呈現資訊

的多元化外，有社團還會呈現互動狀況，貼文的瀏覽率，較真

實呈現數位資訊是有用到的 

產物管理 

1. 器材管理要點可以更完整，大多都有器材清單含照片，還需要有

修繕紀錄、借用紀錄及報廢紀錄。 

2. 器材(產物)管理要點應該要建立財產採購制度、財產分類及編

號、財產使用年限、財產清點/盤點/使用/借用/保養/修繕/報廢

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