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 1 0 5 學年度全校性學生社團組織資料評鑑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為健全社團、學會組織，激勵其發展和評估其工作績效，並鼓勵學生參與課外

活動，藉由社團評鑑表揚績優社團，以提昇社團活動品質。 

    二、評選優等以上之社團具參與教育部舉辦之「全國大專校院績優社團評選暨觀摩

活動」遴選資格。 

貳、指導單位：文藻外語大學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 學生會行政中心 

參、評鑑對象：核准成立且運作滿一年之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校內單位隷屬之學

生社團組織得自由參加。 

肆、時程表 

內容 時間 備註 

報名 106年 4月 30日(日)前 網路報名，逾期者視同不參加。 

各項評鑑 

（註一） 

行政運作：學期間 

註一：細部內容請參閱第陸點。 

註二：各類別評委於 106年 4月 14日(五)

前召開討論會，定案評鑑內容。 

成果發表（註二）：106年 4月 28日(五)起 

年度主題－組織章程： 

即日起至 106年 6月 23日(五) 

財務：106年 6月 28日(三) 

專業選項：106年 6月 28日(三) 

加分：評鑑結束一週內  

頒獎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伍、評鑑分組、方式及成績、評鑑委員 

    一、評鑑分組：A 類、B類、C 類、D類、E類，共五組。 

    二、評鑑方式及成績：詳情請參閱第陸點各項說明 

行政運作 成果發表 
年度評鑑 

（本次為：組織章程） 
財務管理 專業選項 加分項目 

20% 30% 20% 15% 15% 10% 



    三、評鑑委員：詳情請參閱第陸點各項說明 

陸、評鑑項目 

  一、行政運作：分數比例 20%，項目如附件一。 

評鑑委員 評鑑時間 說明 

課外活動指導組及學生會 學期中社團運作期間。  

  二、成果發表：分數比例 30%。 

評鑑委員 評鑑時間 說明 

A類：陳勻老師＋鄭恩 

B 類：劉彰老師＋高蔆 

C類：賴宏老師＋蔡婷 

D類：吳娗老師＋施崴 

E 類：鍾宏老師＋盧蓉 

各類別評委於 106年 4月

14日(五)前召開討論會，

定案評鑑項目及時間，達

成共識即可。 

自選下列評鑑模式（擇一），選擇『成

發觀摩』者，也請選『影像紀錄』以

利進行評鑑。 

□ 成發觀摩  

□ 影像紀錄  

□ 作品展示 

□ 簡報呈現  

□ 其他       

  三、年度主題評鑑：分數比例 20%，項目如附件二。 

評鑑委員 評鑑時間 說明 

A類：劉彰老師 

B 類：吳娗老師 

C類：鍾宏老師 

D類：陳勻老師 

E 類：賴宏老師 

學期中社團運作期間。 

本次主題為『組織章程』，各社團於

學期間以紙本或線上方式，自洽各類

別評鑑委員即可。 

  四、財務管理：分數比例 15%，項目如附件三。 

評鑑委員 評鑑時間 說明 

聘請校內、外評鑑委員 
106年 6月 28日(三) 

（現場評鑑） 

自選下列評鑑模式（可複選）。 

□ 數位檔案  

□ 網頁呈現  

□ 卷宗陳列 



  五、專業選項：分數比例 15%，項目如附件四。 

評鑑委員 評鑑時間 說明 

聘請校內、外評鑑委員 
106年 6月 28日(三) 

（現場評鑑） 

自選下列評鑑模式（可複選）。 

□ 數位檔案  

□ 網頁呈現  

□ 卷宗陳列 

自選下列評鑑項目（擇一） 

□ 資訊化  

□ 國際化  

□ 服務性 

□ 學術性  

  六、加分選項：分數比例 10%，項目如附件五。 

評鑑委員 評鑑時間 說明 

評鑑審議小組 評鑑結束一週內  

柒、社團評鑑等級及獎懲辦法： 

特優 評鑑總成績九十分以上。 
具參與教育部舉辦之「全國大專校院績

優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遴選資格。 

優等 評鑑總成績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具參與教育部舉辦之「全國大專校院績

優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遴選資格。 

良好 評鑑總成績六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不合格 評鑑總成績未達六十分。 

次學年度列為輔導性社團，除建請學生

會停止相關經費補助外，亦須每月至課

外活動組陳報改進情況。 

一、（獎）評鑑獎勵金／獎品核發由審議小組依該學年度編列之預算訂定。 

二、（獎）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得依評鑑成績予以相關社團幹部記功或嘉獎。 

三、（獎）社團辦公室依據評鑑成績由高至低依序分配，額滿為止。 

四、（懲）輔導單位得依社團之改進情況予以行政支援與協助。 

五、（懲）連續兩年評定為不合格之社團於次學年度予以停社處分。 



附件一 行政運作，20%，表內扣分不得低於比例配分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01 未於活動辦理前 12日提出活動申請（2） 09 活動尚未審核通過即已辦理完成（5） 

02 
活動辦理過程因過失遭他人檢舉，經查屬

實確認為主辦單位之缺失（3-7） 
10 活動執行內容與申請單不符（2-5） 

03 
於非課程時間（如午休、下課、考試週與

考試前一週）強迫社員上課或排練（3） 
11 課程日誌未按時繳交（1） 

04 老師鐘點費未完整填報（1） 12 未如實並完整填報社員資料（1） 

05 財產未完成點交（3） 13 
未依規定提報獎懲名單影響社員之權益

（2） 

06 無故缺席會員代表大會且未請假（2） 14 無故缺席培訓講習且未請假（2） 

07 活動經費未依規定期限內辦理核銷（3） 15 未確實執行申請之活動經費（3） 

08 海報張貼未依相關規定辦理（1） 16 辦理活動未確實場復（2） 

備註： 

02 及 03 之選項，經檢舉人提報，學務處課指組召集評鑑審議小組會議，被檢舉人得出席說明，必要

時得邀請學生議員或相關人事出席會議，經確認為該社團缺失，並經由審議小組決議後始得納入評分。 

 

附件二 年度評鑑-組織章程，20% 表內以積分計算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01 社團宗旨明確（2） 06 
幹部選舉與罷免規範符合民主原則與程

序（2） 

02 明訂社員大會召開方式與權責（2） 07 組織章程符合校級辦法適時修訂（2） 

03 幹部組織架構完整（2） 08 法規修正時間與內容詳實記載（2） 

04 社員權利義務符合校訂法規（2） 09 社團管理運作與組織章程相符（2） 

05 會（團）費收退方式合宜（2） 10 社團組織健全且權責分工明確（2） 

 

附件三 財務管理，15% 表內以積分計算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01 
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符合

訂定之財務管理辦法（3） 
04 核銷程序得宜（2） 

02 經費專人專帳管理（含帳冊與印鑑）（2） 05 
社團器材、設備借用具完善制度或法規

（3） 

03 經費收支登錄詳實、單據保管完整（2） 06 
器材借用與維修紀錄詳實紀錄符合自訂

規範（3） 



附件四 專業選項，15%，四選一，表內積分不得高於比例配分 

 

一、資訊化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01 社團設有專屬網頁，並適時更新訊息（5） 05 
網頁適時上傳相片與錄影資料提供參考

（3） 

02 
社網內容包含活動公告、社團成員、組織

章程、財務報表與連絡方式 (10) 
06 版面設置得宜，美觀且有創意（3） 

03 網頁內容提供兩種以上語言服務（5） 07 網頁內容無個資之虞（3） 

04 線上社員交流熱絡，氣氛融洽（3） 08 (社團自設選項) 

 

二、國際化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01 
社團具本國籍與境外生（陸生、僑生、外

籍生）之成員（3） 
05 

邀請外國講者授課、辦理工作坊或進行講

座（5） 

02 主辦跨文化之活動（7） 06 
活動宣傳或社團教材得以兩種以上語言

呈現（3） 

03 協辦或接待跨文化之活動（5） 07 邀請年度國際交換生至社團進行觀摩（3） 

04 社團網頁內容提供兩種以上語言服務（5） 08 (社團自設選項) 

 

三、服務性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01 
服務活動足以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或協

助社區文化之營造（7） 
05 

服務隊包含境外學生，推廣國際服務交流

活動（5） 

02 
服務內容致力於銀髮族、中低收入戶、新

住民關懷等族群（7） 
06 

社團具專業志工之培訓，或半數以上成員

參與校級服務學習之課程（5） 

03 
服務內容結合環保、性平教育、品德與法

治教育、智財權保護等議題（7） 
07 

服務學習之規劃、執行與評量（檢討會

議、學習心得）程序與內容完整（5） 

04 至國外進行志工服務活動（7） 08 (社團自設選項) 

 

四、學術性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01 
課程內容探討文學、哲理、宗教、史地、

藝術等人文議題（7） 
05 社員含境外生，進行國際學術交流（5） 

02 辦理人文議題講座、工作坊或競賽（7） 06 
協助政府、學校或社區推廣學術、人文等

領域並有具體之成果（5） 

03 協辦人文議題講座、工作坊或競賽（3） 07 出版或刋登學術研究成果（7） 

04 
以兩種以上語文進行學術議題探討、教材

編撰或網頁之設計（5） 
08 (社團自設選項) 



附件五 加分選項，10%，評鑑後額外之配分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項次 項目（配分/以案為單位） 

01 
社員包含本校進修部、樂齡大學、華語中

心等學生（5） 
05 

參與國際、全國或區域性團體或個人競賽

並獲獎項（3-7） 

02 舉辦國際性競賽或研討會（7） 06 舉辦跨校聯誼活動，帶動校際之交流（3） 

03 舉辦全國性競賽或研討會（5） 07 具特殊貢獻與事蹟者（3-7） 

04 舉辦區域性競賽或研討會（3） 備註：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定義如下。 

 

國際性：於國外舉辦之競賽，或共有三個國家以上（含大陸地區、港澳）選手參與之

競賽。 

全國性：於國內舉辦之競賽，並有三個縣市以上選手參與之競賽。 

區域性：於國內縣市舉辦，其選手亦為主辦縣市之成競賽 

 

 國際性 全國性 區域性 

冠軍 7 6 5 

亞軍 6 5 4 

季軍 5 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