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服務性) 

優 

點 

1. 大部分社團均能依社團成果評分標準進行資料陳列與上傳。 

2. 社團財產的管理大多具有一定的 SOP流程。 

3. 活動能區分傳統活動、社課活動、以及特色活動。 

缺 

點 

1. 社團器材應造冊，檢附來源、經費等相關資料，並定期清點。

針對已不堪使用之器材，亦應建立更新汰換的機制。 

2. 活動檔案雖是電子檔，但仍應依活動類型一案一資料夾，文件

排列也應呈現計畫、執行、考核的歷程。 

3. 活動成效檢核除活動流程的滿意度調查，亦應針對活動目的與

年度計畫的執行情況進行討論。 

改 

進 
措 

施 

建議應針對年度計畫、活動設計、辦理活動以及檢核過程，設計

一連串的 SOP程序。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服務性) 

優 

點 

1. 組織運作與章程訂定、修訂，大多數社團都呈現較完整的資料。 

2. 社員大會資料大多充實呈現。 

3. 資料保存與資訊管理，許多社團皆能完整呈現，值得肯定。 

缺 

點 

1. 組織架構圖多數社團未呈現。 

2. 幹部訓練較不足(未辦理居多) 

3. 經費運用與管理方式多數社團呈現方式大多不全。 

4. 部分社團呈現的資料仍不完整，且以 word檔呈現仍修正。 

改 

進 
措 

施 

1. 建立電子檔的方式仍宜再宣導呈現方式與內容，如何配合評分表

的要求呈現各種指標內容，各社團應再加強製作技巧。 

2. 建議不全社團可觀摩較優秀社團如農藝志工隊等，調整改善製作

檔案之方式及呈現之內容。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自治性) 

優 

點 

1.部分系學會於活動規劃、執行、考核(績效呈現)能細心安排，呈

現出活動的績效。且能以質性、量化進行稽核。 

 

 

 

 

 

 

 

缺 

點 

1.活動績效應呈現相關數據、分析及佐證資料或照片，部分系學會

以”經費決算“呈現，無法得知績效。 

2.預決算表中、決算超出預算為嚴重問題。 

 

改 

進 

措 
施 

1.建議依指標呈現評鑑資料。 

2.經費控管應制定財務管理相關法規。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自治性) 

優 

點 

1. 部份社團之組織章程完整並依章程規定執行。 

2. 社團有專屬之網頁、IG、粉專等。 

 

 

 

 

 

 

 

缺 

點 

1. 部份社團組織章程無修訂歷程。 

2. 部份社團未規劃短中長計畫及年度計劃。 

3. 部份社團未依評分表分類上傳相關資料 

4. 部份社團缺產物器材之相關資料 

 

 

 

 

改 

進 

措 
施 

建議可以辦理評鑑資料準備及電子檔案整理之研習課程，讓社團知

道評鑑應該如何準備。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學術性) 

優 

點 

1. 社團有意願參加社團評選，願力甚強，學校制式規範社 

團均質度高，值得嘉許。 

2. 學校建置雲端，分類編號順序建構完整，分層適度。 

3. 社團屬性多元，社團面相也廣，培養學生多元興趣，意 

義甚大。 

缺 

點 

1. 書面全掃描，不環保，要環保愛地球，電子資料可以將需要簽核

簽章的部分掃描即可，也可以降低檔案大小。 

2. 產物保管部份管理要點較缺，財產和物品的分類要明訂清楚，才

能放心力在財產管理上。 

改 

進 
措 

施 

1. 建議共通性資料比較制式，可以培養自 己的學生評委 (上一

次優等/特優的社團負責人)一起來評選，到不需要大批的校

外委員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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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掃瞄，資料平整性，要注意!! 

4. 以前書面資料大多黑白，因為彩色輸出成本高，資料數位(七

後，可以將社團活動 LOGO 或社團 CIS 企業識別建立...第

一色彩鮮艷，第二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哪個社團的資料，可以思

考一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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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很多社團因應疫情多有改變方式，採取線上會議，建議線上會

議仍需要呈現會議出席狀況，或善用APP軟體採取線上簽名。 

7. 會議都要簽名和簽核。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康樂性) 

優 

點 

1. 社團資料指標項目均能準備及呈現。 

2. 各社團資料呈現方式皆有自己的統一格式或表格。 

缺 
點 

1. 部份社團章程最後修訂日期與修正對照表日期不符。 

2. 建議會議紀錄方式加強，例如:議題、過程、決議等。 

3. 部份社團發展計畫之短長中程計畫期程，未明確擬定計畫期間範

圍。 

 

 

 

改 

進 
措 

施 

1. 部份社團章程年久未檢視修訂，建議依現況檢討修正。 

2. 若採線上視訊會議(無簽到表)，建議佐附線上視訊會議出席人員

截圖(更佳)。 

3. 所有報表、財產清冊、月報表、收支明細表、交接清冊，都應有

稽核章、指導老師蓋章。 

4. 檔案格式應一致，字體、大小、行距… 

5. 資料如用掃描，應注意解析度，以免模糊不清無法辨識。 

6. 活動資料應注意 P.D.C.A的順序，執行的過程應有完整紀錄。 

7. 回饋量表不只有量化的分析，還應有質化的分析。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體育性) 

優 

點 

1. 【登山社、空手道社、太陽啦啦隊】等社團，有提供完整的財務

徵信佐證資料。 

2. 【登山社】申辦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計畫案，檔案資料完整，值

得肯定 。 

缺 

點 

1. 【男排社】辦理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活動，但資料夾中僅呈現活

動申請表及企畫書，並無其他辦理之資料呈現，殊為可惜，部份

社團章程最後修訂日期與修正對照表日期不符。 

2. 【單車社】財務管理辦法，是以組織章程中的經費條文來替代表

示，並未另外訂定該社團財務管理辦法，建議應另訂辦法。 

3. 【羽球社、網球社、女排社】等社團，財務管理辦法的格式寫法

不對，建議改進修訂。 

4. 【足球社、水上活動社、跆拳社、網球社、女排社、男排社、野

球社、武術社、羽球社】等社團，財務經費以一頁報表或簡單條

列數行，來呈現該社團的財務收文明細情形，建議改進。 

5. 【瑜珈社、單車社】活動支出的發票或收據未加以整理歸類，呈

現出零散情形，建議改進。 

6. 【太陽啦啦隊研究社】活動力佳，但發現各活動資料檔案複製同

一檔案，除所屬該活動日期與活動照片有更新外，其餘活動相關

資料內容、會議照片、會議記錄格式與紀錄內容均為一樣， 建

議改進。 

7. 【劍道社】資料夾無法開啟，查無任何檔案資料。 

8. 【武術社】資料夾內僅有財務與產物資料檔，查無活動績效的資



料檔案 。 

9. 【拳擊社】社團活動資料檔，僅以活動照片呈現，難以辨別該活

動之辦理日期，是否為本次評鑑學期別的範園，建議改進。  

10. 【柔道社、八極拳社、拳擊社、籃球裁判研習社、太陽啦啦隊研

究社】查無財務相關資料。 

改 

進 
措 

施 

一、經費管控 

1.僅少數社團有另訂定財務管理辦法，亦有少數社團以組織章程中

的經費相關條文，視為該社團的財務管理辦法 (錯誤)。正確的做

法應該是，以社團組織章程作為母法依據，再另外訂定該社團完

善的財務管理辦法。 

2.所謂「OO 辦法」，其正式的格式寫法應該是:第一條、第二條、第

三條...依序，而不是「OO 要點」的寫法:一、二、三...的寫法

格式。 

3.財務經費控管部分，應呈現資料有:00 社財務管理辦法、郵局存

簿影本、月收支報表、學期活動經費預算表、活動經費決算表與

預、決算對照表、帳目徵信情形的佐證資料。 

4.絕多數社團僅以一頁報表或簡單條列數行，來呈現該社團的收支

明細情形。欠缺收支月報表、也未編列活動經費預算表、及活動

執行後的決算表，更無財務公開徵信等資料。 

5.活動執行結束後，應將發票或收據黏貼於憑證表單上，作為該活

動經費的核銷，單據不應零散呈現，或未依活動分類歸檔呈現。 

6.財務徵信意指社團財務經費使用情形，如何公開社團帳目，以透

明化方式呈現給全體社員知悉:一般而言，可採用網路、紙本公告

或社員大會等方式告知社員，多數社團未提供財務徵信資料。 

二、社團活動 



1.社團的會議類型有:社員大會(全體社員參加)、幹部會議(幹部參

加)及活動會議(籌備規劃辦理該活動的人參加)，這三種會議的

性質與位階，開會的次數和人員都不一樣。 

2.因此，社員大會≠幹部會議≠活動會議;會議≠活動;很多社團會

將社員大會(會議)，當作一個活動來規劃辨理與呈現(錯誤作

法)。 

3.既然是召開會議，就應備有下列會議相關的資料，包括有:會議通

知、(會議議程)、會議出席人員簽到表、正式的會議紀錄等文書

資料。 

4.正式的會議紀錄格式，除幹部報告及討論事項外，最下方的欄位

也要有記錄並親簽呈現，當次會議出席率(參與開會的人數是否

有達到會議門檻,過半數) ?當次會議的紀錄者是誰?誰是擔 任當

次的會議主席?會議紀錄更要陳請給指導老師核閱簽名知悉 。 

5.活動會議至少應包含 2種的活動會議形式，分別是:籌備會議(行

前會議)與檢討會議。部分社團缺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簽到表，或者

僅呈現空白的簽到表，並無實際出席人員的簽名。如果當次會議

是採以線上方式開會，也應截圖畫面以資佐證。 

6.活動的正確資料歸檔方式應區分三個階段，分別是:活動前(籌 

備階段)、活動中(執行階段)及活動後(檢討階段)，並依時間次序

來建構歸檔活動資料，不應該任意隨興歸檔活動資料。各階 段應

放置歸檔詳細資料，詳見如下所示。 

(1) 活動前(籌備階段)資料:活動申請表、企畫書、活動宣傳、籌備

會議、行前會議等。 

(2) 活動中 (執行階段)資料 :活動流程、活動簽到表 、活動照片

等。 

(3) 活動後(檢討階段)資料:問卷與分析、檢討會議、反思日誌、競

賽成績 (獲獎名次)、經費核銷 與成果結報表等。 

7. 部分社團均有依學校規定，實施活動滿意度問卷回饋調查，也有

呈現量化之圓餅圖，值得肯定，但卻均未能更深入的分析探討原



因，特別是有填答不滿意的部分，更應提出改進的作法 ， 才能

符合活動辨理的 PDCA(計劃→執行→檢討→改善〉管理循環模式，

正所謂:「活動要檢討，才會越辦越好」，也可提供下屆幹部再次

規劃辦理時的參考依據 。 

三、活動特色與績效 

1. 社團評鑑中有關活動特色與績效部分，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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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有參與或辦理跨校性活動，以及展現社團具代表性的特色活動，

如果社團有辦理上述這些活動，對於評鑑的成績將會大大加分。 

2. 多數社團對於所謂的特色活動界定不明，且該項活動的“特色"

概念不夠明確清晰。 

3. 建議體育性社團爭取申辦教育部的帶動中小學，及教育優先區

學隊活動等計畫案，這些活動申請案，除可幫社團挹注活動經費

外，又有活動績效分數可拿，一舉數得。 

4. 辦理或參與校外活動時，應該要有風險控管的觀念，投保旅平險

即為風險管理的方法之一，近年來，全國社團評鑑活動中，將社

團參與校外活動時是否有辦理保險 ，列入評分指標之一。此外

提供參考，技擊性社團參與競技比賽，多數保險公司是有除外條

款規範，參與高峰險活動是不被接受納係;但社團校外活動或參

與校際一般性的球類盃賽，是沒問題的。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體育性) 

優 

點 

1. 各社團皆依貴校規定上傳資料至雲端，建立評鑑之工程可喜可賀! 

2. 社團資料亦依規定及方向做準備，內容詳實! 

3. 資料內容豐富且多元、一致。 

缺 

點 

1. 會議資料無照規定辦理及記錄(尤其是會議通知單議程、決議事

項、敬會時間)等等。 

2. 產物管理亦需作整體性說明及教育，交接清冊及使用盤點紀錄皆

應有查樣機制(負責人、社長、指導老師)核章。 

3. 年度計畫書及短、中、長程計畫，分不清、混淆在一起。 

改 

進 
措 

施 

建立公版之會議資料及產物、財物與年度計劃等檔案供社團下載、

套用。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學藝性) 

優 

點 

1. 各學藝性社團均能在上傳資料時，用心彰明成果、標題分明。 

2. 行事活動的規劃，均能依發展計畫及年度計畫訂定執行。 

3. 財產清冊均能清楚載列。 

4. 規劃各項活動，均能列入防疫作為。 

缺 

點 

1. 組織章程為法律規章，因而圖表不宜出現。 

2. 修訂章程要有程序與修訂人數比例；另章程修訂要經幹部會議及

社員大會審議研訂。 

3. 章程內要列入幹部會議召開時間。 

4. 章程內要列入休學、退學、轉學、開除或低收入戶，得申請依比

例退費。 

5. 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運用網頁互動，建議訂定社團數位管

理辦法或規則。 

6. 財產除有圖片外，應製作財產登錄卡(如購買時間、價格、品名、

型式及於置地點等)。 

改 
進 

措 

施 

1. 財務管理須依法行政、辦法、帳戶管理、總預結算、月報表及憑

證資料。 

2. 活動績效 

企劃→籌備→執行→檢討→成果考核→附錄 

依時程整體呈現活動成果。 

3. 該簽章的部分需掃描呈現。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建議(體育性) 

優 

點 

1. 各社團皆依貴校規定上傳資料至雲端，建立評鑑之工程可喜可賀! 

2. 社團資料亦依規定及方向做準備，內容詳實! 

3. 資料內容豐富且多元、一致。 

缺 

點 

1. 會議資料無照規定辦理及記錄(尤其是會議通知單議程、決議事

項、敬會時間)等等。 

2. 產物管理亦需作整體性說明及教育交接清冊及使用盤點紀錄皆

應有查樣機制(負責人、社長、指導老師)核章。 

3. 年度計劃書及短、中、長程計畫，分布清、混淆在一起。 

改 

進 
措 

施 

建立公版之會議資料及產物、財物與年度計劃等檔案供社團下載、

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