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學生組織及
社團資料總評鑑

工作說明

• 總評鑑活動資訊網：課外組→學生社團‧組織→社團資料評鑑
• 隨時更新公告，包含實施計畫、評分標準表、參考講義..等資訊。



【110年度‧總評鑑】

• 評鑑範圍：109年12月01日起~110年11月20日

• 參加對象：全體學生組織及社團均需參加

– 政策性社團，以觀摩學習為原則，免參加評鑑

– 學生會、學生議會，將配合全學評標準另安排

時間獨立受評。

– 110學年度新成立社團本學期以觀摩學習為原則



【110年度‧評鑑項目】

※評分標準表請參酌課外組→學生社團組織→社團資料評鑑網頁

評分項目 資料呈現 備註

一、組織運作20%

數位
檔案

規章制度、年度計畫、管理
運作

二、資源管理15%
資料e化、網頁及社群經營、

經費控管與產物保管

三、活動績效50% 規劃與執行、特色與績效

四、行政事務15% 類群老師
評分

平日表現及配合狀況，由課
指組類群老師依現況評分



項目 評分重點

組織運作
20%

1. 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團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幹部
架構及職務、社員的權利義務、會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免等規範）。

2. 組織章程適時修訂並詳實紀錄（條文修訂前後之說明、各次修正時間
詳實記載於組織章程名稱下方）。

3. 訂定社團年度活動計畫（包含行事曆、活動名稱、參與對象、活動時
間、所需經費等）。

4. 訂定社團發展計畫（具有短、中或長程計畫，內容包含目標、實施策
略、具體項目、經費需求、資源管道等）。

5. 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會)及幹部會議。

6. 社團年度活動計畫之執行程度及執行成效。

7. 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完備，訂有幹部產生方式並辦理幹部訓練。

8. 各項會議或活動紀錄詳實並採取數位化紀錄與傳承。

評分標準表【組織運作20%】



項目 評分重點

資源管理
15%

1. 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善用社群網頁（軟體）互動。

2. 訂有財務管理制度，並紀錄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

3. 有設立社團經費的非私人專戶，簿冊與印章由專人分別保管，並定期
公告收支概況。

4. 年度經費收支情形詳載於於帳冊、具有社團活動項目及年度總預決算
表、核銷憑證蓋有稽核印章。

5. 訂有產物保管制度，財產清冊清楚載列（含圖片）社團器材、設備，
包含使用（借用）及維修紀錄。

評分標準表【資源管理15%】



項目 評分重點

活動績效
(規劃與執行)
25%

1. 活動計畫周詳、企劃內容充實、具有創意或凸顯傳統之意涵。

2. 活動計畫有依據社團可得內外資源及人力進行評估適切性及可行性。

3. 活動之籌備，能搭配社團組織的規模與架構相互配合。

4. 活動之宣傳，能利用多元管道進行，方式或議題能引起社團內成員之
關注。

5. 活動的執行，能召集多數社員參與分工，或根據參與對象擴及到社外
人員協助。

6. 活動的執行，能根據涉及的專業部分，整合社團內外人員或資源合力
進行。

7. 活動結束有召開會議，大型（50 人以上）活動有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8. 活動檢討會議紀錄能分析活動的執行成效與特色，並提出往後規劃或
改善之建議。

評分標準表【活動績效50%】-1



項目 評分重點

活動績效
(特色與績效)
25%

1. 年度活動計畫內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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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政策相關的活動。

2. 活動的特色主題概念清晰，契合社團理念、展現出學校文化或社團傳
統。

3. 活動的特色能呈現出獨特、創意或結合關注議題。

4. 參與(或主辦)校外或跨校性活動，並呈現出成績、成果或績效。

5. 協助（配合）學校或社區（民間）團體所舉辦之活動。

6. 活動參與對象涵蓋社團內、外的人員。

評分標準表【活動績效50%】-2



項目 評分重點 計分方式

負責人會議
參與情形5%

1. 每學期學生組織及社團負責人
會議出席狀況

缺席1次扣1分最高扣至5分

各項資料
繳交情形5%

1. 各項活動申請表件、成果報告、
文件資料、活動報名調查
表、…繳交情形

1項未交者扣1分，最高扣
至5分，遲交者扣0.5分(含
未按時提活動申請書及成
果報告者)

其他事項5%

1. 社辦整潔狀況
2. 與課指組交流狀況
3. 社團整體表現
4. 其他……

由各類群指導老師依實際
狀況給分

評分標準表【行政事務15%】



【110年度‧總評鑑】

【獎勵】
【特優社團】評鑑總成績達90分以上者，且為該
類群成績最優者
頒發獎金（提貨券）6000元、獎牌乙面

社長小功1次、優秀幹部嘉獎2次

【優等社團】評鑑總成績達80分以上者
頒發獎狀乙只、獎金（提貨券）2500元
社長嘉獎2次，優秀幹部嘉獎1次



【獎勵】
【甲等社團】

評鑑總成績達70分以上者，頒發獎狀乙只

• 111年度評鑑榮獲優等以上成績者，由學校擇優
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大專院校績優社團評鑑」相
關活動。

【110年度‧總評鑑】



• 總評鑑成績不及格者，將處以停權處分

- 停止活動補助申請

- 停止借用器材權利

- 停止使用社團辦公室權利

- 列入「加強輔導社團」

- 連續2次不及格，社團招生人數減少50%

【110年度‧總評鑑】



評鑑項目 繳交方式

一、自評表
1. 請自行至課指組網頁→服務項目→學生社團、組

織→社團資料評鑑，下載填寫，1個單位填寫1份
2. 與數位檔案一同存放於雲端繳交

二、數位檔案
1. 【組織運作】、【資源管理】、【活動績效】資

料夾依據指定格式製作，存放於雲端。
2. 雲端連結，請全部開放共用，將連結網址傳送至

課外組網頁【評鑑資料登錄區】。

【110年度‧總評鑑日程表】
• 收件日期：110年11月22日(一)起至

• 截止日期：110年12月03日(五)17：00前

※相關訊息請參酌課外組→學生社團組織→社團資料評鑑網頁



【數位檔案評鑑】自評表、組織運作、資源管理、活動績效

• 檔案及連結網址上傳時間：

110年11月22日(一)-12月03日(五) 17：00前
• 檔案請存放於google雲端硬碟，開放共用，將連結網址傳送
至課外組網頁【評鑑資料登錄區】。

注意事項：(自評表、數位檔案資料夾)
1. 自評表：1個單位填寫1份
2. 逾期寄送或未繳交之單位：成績以0分計
3. 資料夾總檔案大小總計不得超過350MB；數位檔案格式錯誤

或超過規定大小，總成績扣20分
4. 檔案上傳時間截止後，雲端資料禁止修正及更換，逾時抽換

資料之單位，將扣總分10分



電子檔案製作說明



1. 每個組織及社團自設一資料夾，名稱：編號+社團名稱

2. 主資料夾內含

 3子資料夾：1.組織運作、2.資源管理、3.活動績效

 自評表

3. 所有資料內容呈現：請轉成PDF檔

4. 若有圖片，請記得壓縮尺寸及格式

5. 完成後請將檔案上傳google雲端，開放共用後，將連結
網址傳送至課外組網頁【評鑑資料登錄區】。

6. 每個組織及社團總體資料夾，不得超過350MB

【數位檔案】上傳規定



【活動績效】資料夾說明
• 活動績效：以「一個活動一個檔案夾」呈現。
• 活動資料夾規範：主要活動最少4個，最多6個資料夾為上限

– 社團類組：活動資料夾務必需有下列4種資料夾

1) 【社課活動】*1個

2) 社課時間外的【一般社團活動】*1個

3) 【特色活動】*2個(全校性活動、校際性活動、服務性活動……等)

– 綜合自治類(系會、畢聯會)：
1) 依活動類型分類，如：一般活動、全校性活動、校際性活動、傳

統性活動、特色性活動…等，主要活動最少4個，至多6個活動資
料夾為上限。

• 各活動資料依照評分標準表之各「評分細項」上傳資料。
• 檔案內容應遵循辦理之活動前→活動中→活動後順序彙整。



• 資料夾共用權限設定為
【知道連結的人均可以檢視】

1 開設雲端【社團資料夾】

• 資料夾名稱請設定
【社團編號+社團名稱】

【範本】

• 請將檔案上傳google雲端，
開放共用後，將連結網址傳
送至課外組網頁【評鑑網址
登錄區】。



2 【數位檔案】上傳雲端格式
• 檔案夾請依規定設定
1.組織運作、2.資源管理、3.活動績效、自評表

範本

• 活動績效 主要活動最少4個，最多6個

【社團類組】社課活動*1、一般社團活動*1、特色活動*2

【綜合自治類】依活動類型分類*4



3 【組織運作】內容範例
○○○○○



4 【資源管理】內容範例
○○○○○



○○○○○

5 【活動績效】內容範例



所有夥伴一起加油~
記得在規定時間內
上傳檔案及網址喲！

• 收件日期：110年11月22日(一)起至

• 截止日期：110年12月03日(五)17：00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