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 108 年學生社團評鑑暨博覽會-活動說明
壹、活動目的
（一）輔導社團健全發展，鼓勵社團提高活動品質，增進社團榮譽。
（二）促進社團間交流與觀摩，展現社團經營成果。
（三）展現臺大社團具多元及豐富之特色。
（四）鼓勵在校同學參加社團活動。
（五）設計具臺大特色之評鑑方式及增加社團參與度。
（六）結合社團博覽會，獎勵社團踴躍參加評鑑。
（七）強化社團書面及電子資料建檔傳承制度。
貳、活動時間地點
一、社團評鑑：108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6：30
新體館前廣場、垂葉榕道及蒲葵道周邊、新體 R225～R227
二、社團博覽會：108 年 3 月 16 日（六）及 3 月 17 日（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6：00
新體館前廣場、垂葉榕道及蒲葵道周邊
參、活動報名
一、報名資格
（一）社團評鑑：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為止成立滿一年，且 107 學年有辦理基本資料登記之學生社
團，均可報名參加。
（二）社團博覽會
凡 107 學年有辦理基本資料登記之學生社團，均可報名參加，惟若社團攤位數量不足時，以
參加評鑑之社團為優先。
二、報名方式
社團須完成線上報名並上傳繳交各項報名資料或費用後，才算報名成功。
（一）線上報名：於 107/12/21（五）～108/1/23（三）
至 https://goo.gl/forms/V7CjSPnROsYUZHFE2，報名社團評鑑暨博覽會活動。
（二）線上繳交報名資料
參與評鑑社團同時於線上報名表單上傳繳交下列「評鑑報名資料」：
1.社團組織章程
2.107 年社團幹部名冊
3.107 年年度計畫或活動行事曆
4.107 年任一社團活動（如幹部會議、社員大會、社課、團練）等記錄。
5.郵局存摺封面照片
6.攤位切結書照片（請有參加博覽會的社團，簽妥攤位切結書之後拍照上傳）
（三）繳交博覽會資料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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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用電的評鑑社團：於線上報名時，將簽妥的攤位切結書拍照上傳即可。
2.「用電的評鑑社團」及「只參加博覽會的社團」請於 108/1/25（五）
、1/28（一）
、1/29（二）
，
至課外組繳交攤位切結書並繳交攤位費用。


繳費流程說明：社團憑【攤位使用切結書】表格如附件，至課外組換取【攤位或用電繳費單】
→至出納組繳費→再將收據送至課外組→即完成博覽會報名。

※同時參加評鑑的社團免繳攤位費，惟若未全程參與社團評鑑活動則需補繳費用。
（四）社團博覽會參與名額及費用說明
1.名額：每社團以 1 個攤位為限，且以有參與社團評鑑之社團為優先。
2.攤位費用：不用電攤位 800 元，用電攤位 1,200 元，用電插座 300 元。
3.攤位費用優惠：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之社團即得享有免費使用社團博覽會不用電攤位之優惠，如需用電須支付用電
費 300 元。
（1）全程參與社團評鑑之社團。
「全程參與」係指依規定繳交評鑑資料，且於博覽會期間派員參展駐攤。
（2）107 年評鑑特優社團
（3）107 年新成立社團
肆、社團評鑑內容
（一）範圍：107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之社團資料（約為 106-2 及 107-1 學期）
（二）組別：自治組、學術組、康樂組、服務組、學藝組、聯誼組、綜合組、體適能組
（三）評鑑項目：
1.組織運作：組織章程、年度計畫、管理運作、社團資料保存
2.社團活動績效：活動辦理情形、公共活動參與、社團場地使用情況
3.財務管理：社團帳目及財產設備之管理保存狀態
4.社團指導老師評分
（四）評鑑評分表
1. 108 年社團評鑑評分表（如附件）。
2.社團評鑑資料應依《108 年社團評鑑評分表》之指標項目，對社團各項文件、照片等資料
進行分類整理，並依類別標示。
伍、社團評鑑方式
一、資料審查
（一）評鑑審查時間：3/16（六）9：00～14：00
（二）評鑑資料類型
為鼓勵社團積極參與評鑑，降低社團行政工作負擔，首度特別於 108 年規劃 E 化評鑑資料專區，
與書面評鑑資料專區同時同等提供評鑑審查，提供社團不同的評鑑參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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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化評鑑資料
（1）繳交時間：報名成功後，可隨時上傳資料至 3/8（五）止。
（2）繳交地點：社團 E 化雲端專屬資料夾。
（3）繳交方式：請社團於評鑑報名時提供 Gmail 帳號給課外組（以利編輯雲端資料）
，報名成功
後，課外組將會寄送社團評鑑 E 化資料夾共用通知給社團，社團即可繳交 E 化評鑑資料。
（4）準備事項： 社團評鑑 E 化資料，應依《108 年社團評鑑評分表》之指標項目，對社團各項
文件、照片等資料進行分類整理，並依類別標示。
2.書面評鑑資料
（1）繳交時間
各選擇參與書面評鑑資料社團應於評鑑前一天〈3/15（五）11：00~16：00〉
，將書面評鑑
資料送至新體育館 225 室，再於 03/16（六）14：00~17：00 領回資料。
（2）書面評鑑資料準備事項
①每社團的書面評鑑資料以不超過 4 個檔案夾為限。
②每 1 份評鑑檔案卷宗夾書背應清楚標示社團名稱及該檔案資料名稱（如：○○社【組織
運作】、○○社【社團活動】…等）
③若社團只有 1 個檔案夾時可直接標示為：○○社【社團評鑑資料】
3.E 化+書面資料
社團可同時提供書面與 E 化評鑑資料予委員閱覽。
4.只參加社團評鑑之社團
請於 3/16（六）上午 09：45～12：30，派員至新體 R225 接受評鑑委員諮詢，未派代表之社
團，概由評鑑委員依評鑑資料（E 化、書面）進行考評，該社如因此而權利受損，不得據以提
出異議。
（二）實地訪查
1. 時間：評鑑委員約於 3/16（六）12：00～14：00 至社團博覽會展區實地訪查社團。
2. 社團準備：請參加評鑑社團預先做好受訪準備，並於委員訪查期間派員駐攤。
3. 若社團於委員訪查期間未派員駐攤，其評鑑成績概由評鑑委員依書面資料進行考評，該社如
因此而權利受損，不得據以提出異議。
陸、社團評鑑成績
依據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評鑑辦法第 8 條規定及評鑑委員會 108 年評鑑會議決議辦理。
一、獎項及名額：特優等獎、優等獎、甲等獎、最佳攤位及最佳財務管理等。
（一）特優等獎：各類組依評鑑成績各取前 5%。
（二）優等獎：各類組各取前 15%。
（三）甲等獎：各類組未列入特優等、優等之社團列為甲等。
（四）特別獎
1.最佳攤位獎：各評鑑委員小組推薦 1 名，不排除特優及優等社團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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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佳財務管理獎：各評鑑委員小組推薦 1 名，不排除特優及優等社團得獎。
3.最佳公益服務獎：各評鑑委員小組推薦 1 名，不排除特優及優等社團得獎。
二、例外說明
（一）評鑑成績該類組出席半數以上之評審認為該組評鑑績效不佳，則錄取等級可從缺。
（二）各類組報名數量未達 10 個社團時，得與其他類組合併評鑑及計算成績。
（三）特別獎名額：以各評鑑小組為推薦單位，每 20 個社團推薦 1 名，超過 40 個社團則推薦 2 名，
依此類推。
柒、社團評鑑獎勵
（一） 特優等獎：頒發獎牌 1 面、獎金新台幣 12,000 元、社團負責人頒發獎狀 1 紙、負責人及幹部
得酌予敘獎。
（二） 優等獎：頒發獎狀 1 紙，獎金新台幣 6,000 元。
（三）甲等獎：頒發獎狀 1 紙。
（四）特別獎：最佳攤位、最佳財務管理、最佳公益服務：頒發獎狀 1 紙，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捌、特優社團之榮譽義務
（一） 於當學年社團負責人研習會中，分享社團營運經驗。
（二） 務必參加次年之社團博覽會，於「特優社團觀摩展示區」設攤，展示社團成果及經驗傳承。
（三）積極參與校方辦理之各類活動。
玖、其他事項
（一） 新體 R225～R227 備有長桌，提供社團放置書面評鑑資料。
（二） 評鑑結果於當日公告，並於當日（108/3/16）15：30 舉行頒獎典禮，獲獎之社團務必派員參
加，否則視同棄權。
（三）社團博覽會攤位設施：含長桌 1 張（180 公分*60 公分）、折疊椅 3 張。如需用電，請於報名
時選擇用電攤位（參加評鑑社團只需支付用電插座費即可）。
（四）社團攤位展示高度以 250 公分為限。
（五）社團使用攤位以外空間時，應注意使用時間及空間範圍，避免影響交通動線及鄰近攤位。
（六）3/16、3/17 皆須派員全程參展擺攤，未依此規定者，將保留下年度攤位是否租借之決定權。
（七）社團參加博覽會時，應遵守所簽署承諾之攤位切結書（如附件）之規範，共同維護活動安全及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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