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 106 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計畫
一、實施依據：本計畫依「淡江大學學生課外活動輔導要點」第十三條暨「淡江大學學生團體
評鑑要點」辦理。
二、實施目的：
(一)輔導學生社團組織發展，提高社團活動品質。
(二)提供學生社團互相觀摩的機會，促進社團交流並落實薪傳工作。
(三)暸解學生社團組織運作、活動績效及經費使用狀況，使資源得以最有效分配與運用。
三、活動時間： 107 年 6 月 10 日(日)
四、活動地點：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五、活動流程表
107 年 6 月 10 日(日)
時間

地點

工作事項

08：00-09：30

報到及場佈

09：30-09：45

開幕式

09：45-12：00

評審時間(一)

12：00-13：00
13：00-16：30

活動中心

(09：00-09：25 評審會議)

午餐時間
評審時間(二)

16：30-18：30

檔案觀摩時間

18：30-20：00

整理與休息

20：00-20：15

頒獎典禮入場

20：15-22：00

頒獎典禮

六、實施內容：
(一)凡於課外組立案之社團皆須填寫學年度成果報告表。
(二)各社團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社團檔案競賽，參與檔案競賽之結果列入社辦績分、器材
購置、經費分配之參考依據。
(三)連續 2 年未提出學年度成果資料表者，將予以解散。
(四)學年度成果資料
1. 6 月 13 日(三)前將成果報告表的電子檔寄 99tkuce@gmail.com(檔案名稱及寄信主
旨請寫：106 成果報告-社團編號-社團名稱)。
2. 6 月 13 日(三)前繳交成果資料授權書紙本交至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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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團檔案競賽
1.依據淡江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完成檔案競賽之社團予以補助新台幣
1,000 元整之檔案製作費，6/15(五)前繳交單據俾便核銷。
2.第一階段：完成網路報名。
(1) 檔案競賽報名時間與方式
 時間：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
 方式：線上報名
3.第二階段：檔案資料展示與解說。
(1) 時間：107 年 6 月 10 日(日) 。
(2) 社團需推派 2 名代表向評審委員解說檔案資料，如未有解說人員僅以現場資料
評分。
(3) 評審時間不開放觀摩以維護秩序，出入會場須佩戴識別證。
(4) 社團檔案資料時程限本(106)學年度，檔案形式不限紙本或電子檔。
(5) 檔案競賽評分項目及分數如下表：
項目

分數

備註

組織運作

35 分

社團活動績效

40 分

各項目之評分內容詳附件

社團資料保存與資訊管理

10 分

「106 學年度社團檔案競賽評

財物管理

15 分

分標準表」

平時表現

5分
總分

(評分細項請詳見附件 1)

105 分

(6) 獎項暨獎勵方式：
 獎項名額及獎勵內容：
獎項

名額

獎勵內容

特優獎

8 名(各屬性取 1 名)

獎金 6000 元整,獎牌 1 面

優等獎

視實際參加競賽社團數 5 取 1

獎金 3000 元整,獎牌 1 面

進步獎

視各屬性社團狀況選定

獎金 1000 元整,獎狀 1 紙

 進步獎須參與 105 學年度檔案競賽。
 獲獎社團之負責人及製作團隊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於下一學期予以小功或
嘉獎，以資鼓勵。
 獲獎社團指導老師獎狀 1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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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流觀摩：當日 16 時 30 分至 18 時 30 分可自由觀摩檔案資料。
(七)頒獎典禮
1、時間：107 年 6 月 10 日(日)晚上 8 時 15 分。(8 時起入場)
2、地點：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3、表揚獲獎社團(進步獎、優等獎、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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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106 學年度社團評鑑評分標準表

(附件 1)

說明：
社團評鑑成績最高以 105 分計，同分排序以檔案競賽成績為優先排序，平時表現為第二
排序，之後排序為「社團活動績效」->「組織運作」->「財物管理」→「社團資料保存與資
訊管理」。評分內容如下：
一、 平時表現(總分 5 分)
本項評分視社團平時表現加分，由各業務承辦人進行評分，各項數據統計期間為當學年度
8 月 1 日起，至本評鑑活動前 1 日止。
1.是否參與重要集會及活動?
(淡海同舟、社團負責人座談會、消防講習、認證長研習)
2.是否於期限內繳交規定資料?(成果報告書、經費核銷、社團移交登記本)
平時表現

3.活動執行是否符合活動相關規範?
(違反學校規定並由業管單位提出事件檢舉單者不予給分)
4.是否愛護使用課外組器材及遵守規定?
(逾期歸還時間過久、損壞尚未完成維修或賠償不予給分)

本項總分 5 分
二、 檔案資料(總分 100 分)
項目

評分細項

評審內容
1. 組織章程是否明確、清楚?
例如：具有社團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幹部架構、社員的

組織章程
5分

權利義務、會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免等的規範。
2. 組織章程是否適時修訂? 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及說明?
各次修正時間是否詳實記載於組織章程名稱下方?
3. 社團組織是否健全、權責分工明確?
1.是否訂定社團年度計畫(含活動行事曆)?

組織
運作
35 分

年度計畫
10 分

2.年度計畫是否符合社團成立宗旨?是否有主題?
3.是否訂定社團發展之短、中或長期計畫?
內容是否包含目標、實施策略、具體項目、經費需求、資源管道?
4.各項活動依據年度計畫執行程度?是否有執行成效表?
1.是否依據組織章程管理運作? 社員凝聚力如何達成?
2.是否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會)及幹部會議?
各次會議之出席狀況?

管理運作
20 分

3.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是否完備?
是否與畢業校友聯繫?(因應個資法，個人資料請酌予隱藏)
4.社長及社團幹部產生方式及程序?
是否有選舉投票的紀錄?選舉未過門檻的因應措施?
5.社團交接是否完善?是否辦理幹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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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分細項

評審內容
1. 活動是否有「計畫(P)->執行(D)->考核(C、A)」步驟?
2. 社團各項活動之籌備及宣傳情形？
3. 各項活動計畫是否周詳、活動企畫與內容是否充實、具創意性?
4. 社團活動辦理成效及社員參與程度?

社團活動
35 分

5. 各項活動是否召開檢討會?記錄是否詳實完整? 大型活動是否實施
問卷回饋分析
6. 社團活動與社團規模相互配合情形，請簡述各項活動內容。
7. 是否積極協助或配合學校舉辦各項活動?請特別註明哪些活動是配
合學校的活動。
8. 社團具傳統或特色之活動為何?辦理成效如何?

社團
活動

9. 是否積極參與(或主辦)校外或跨校性所舉辦之活動?
社團對外活動或競賽之成果、績效。

績效
40 分

10. 活動檢討會議與分析及相關傳承資料之整備。
1.年度計畫是否含有符合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帶動中小學社
團發展、社區服務及社會關懷等相關教育政策之活動？
其活動目標、對象、地點、時間、如何實施是否明確？
服務學習
5分

2.參與本項計畫是否符合服務學習之步驟：
(1)準備：如方案之撰寫、社區需求掌握及服務協定簽訂等相關資料。
(2)執行：服務記錄、工作日誌、家長同意書及保險等相關資料。
(3)反思：反思日誌、反思會議（含紀錄）及社區專訪等相關資料。
(4)慶賀：學校與服務機構於服務前後的成長、學習成果、學習心得
及經驗分享等相關資料。
(5)評量與改善：檢討會議、改善機制與分析。

社團資料保存與資訊
管理
10 分

1.社團各項資料及成果保存之完整性?
2.各項會議或活動紀錄是否詳實(含簽到手稿)?
3.社團資料是否資訊化及電子資料管理?社團網頁是否定期更新資訊?
1.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
2.是否訂定財務管理制度?

財物
管理

經費控管
10 分

3.是否設立社團經費專戶，由專人專帳負責管理並公開徵信?
存簿與印章是否分別由專人管理?
4.年度經費收支情形是否登錄於帳冊並清楚詳載?
5.是否有社團的各項活動及年度總預決算表?

15 分

6.各項經費收支單據之整理是否符合核銷規定?核銷程序是否清楚?
核銷憑證是否符合加蓋稽核印章?
器材管理
5分

1.社團設備或器材之財產清冊是否清楚?是否有照片為證?
2.使用或借用及維修紀錄是否清楚?
3.是否有社團設備或器材之管理制度或辦法?

本項總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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