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學生社團評鑑評審建議-學藝性】 

No 社團名稱 郭柏育老師 何守中老師 王新昌老師 邱婉瑜同學 

1 攝影社  

1.資料與要求不符(給成 104 年

度的行事曆) 

2.短期目標要更明確 

3.社長產生方式的資料要更完

整(例如：票數) 

4.鼓勵舉辦親近社區之活動 

1.組織章程的宗旨宜修改，宗旨列的較像

社員規定。 

2.經費與器材可另外訂定辦法。 

3.第九章附則:「……，由上屆社長解釋」，

「上屆社長」需要做修改。 

4.組織章程視為法規，不宜有「附錄」。 

5.財務管理辦法必須加入制定日期、修訂

日期。 

6.表上的「校友投保」宜改為「活動」，

另備註為支援校友會用，寫「校友投保」

有點奇怪。 

社團除了相機入門也

有讓手機攝影的構圖

入門。 

*缺少籌備會議、行前會、檢

討會、回饋等紀錄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會議照片與活動豐富 

2 南杏社  

1.要制定願景與目標，並產生策

略和工作項目 

2.選舉資料還算完整，但缺少選

舉方式 

1.主要刊物、社員招募對象均以醫學系為

限，像是編制於醫學系下面的組織，與

社團應不限科系相衝突。 

2.財務管理辦法要以條列式詳細列出，若

不想寫的那麼詳細，則應改成財務管理

「要點」。(因辦法的位階較高) 

3.「初款」改成「上學期留餘」 

4.社團從一月到六月均無花費，會使人質

疑。 

5.收支表的簽名順序，應依約定俗成的方

式，將位階低的列在最左邊，不該將指

導老師列在總務左邊。 

6.「支出申請」此用詞須修正，因為申請

意指尚未花費。 

有發展電子報的編輯

與發送，並不限定醫

學系以外的科系加

入。 

*簽名應放在紀錄的最後 

*缺少會議照片及回饋 

*只要手中有的資料都可放

入，但作品不用(著作權) 

*財務應放入活動本 

*整理很好，但完整度可惜了

一點 



3 鼎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2.目標寫得很好 

3.會議紀錄整理得非常好 

1.「章程」與「要點」截然不同，不該出

現「章程要點」這個詞。 

2.組織章程修訂日期應完整列出過去的

修訂日期，不應僅列出 105 年度。 

3.「要點」不必有宗旨，直接條列出

1.……、2.……即可。 

4.財產清冊要註明保管人。 

5.出版的雜誌與書刊可另外訂定一個目

錄。 

歷史悠久，但由於是

社刊性質所以缺乏服

務學習。 

*缺少開會通知、行前會、檢

討會、簽到、回饋等紀錄 

*預算收支應放入活動紀錄本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活動豐富 

4 國醫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2.資料需增加具體活動項目 

3.要附選舉成果照片等舉證資

料 

1.章程的制定日期未列出。 

2.章程屬法規，不要加附註。 

3.章程中有一項:「章程經幹部會議得修

改」，宜將幹部會議改為社員大會，否

則會損害其餘社員的權利。 

4.財產清冊註明購買來源。 

5.申請經費中的「申請」一詞指購買之

前，不宜將申請與核銷放在一起，它們

屬於不同的概念。 

社團的課程與會議記

錄相當詳細。 

*缺少紀錄者、社長與老師的

簽名及會議照片 

*預算收支應放入活動紀錄本 

*回饋應用整理成圖表而非文

字 

5 書畫社  

1.做法要再更具體 

2.訂定實質策略 

3.經費來源要更清楚 

4.選票格式需再修正 

5.要附選舉成果照片等舉證資

料 

1.組織章程中的社團關係圖內指導老師

與社員兩欄未畫線，形同指導老師與社

團完全無關，須將指導老師與社員的關

係以虛線標明 

2.章程的列法應如法規，可參考其他社團

修改格式。 

3.章程運作需列出「修改章程」的依據。 

4.預算表、決算表宜有製表人、社長等簽

名，以示負責。 

5.使用到「核購」一詞，建議備註「核購」

紀錄詳細 *回饋應用整理成圖表而非文

字 

*會議記錄應放入活動紀錄本 

*缺簽到表及會議照片 

*完整度高 



意指代表學校所買。 

6 美術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2.選舉資料要齊全，否則易有爭

議 

3.目標、策略與作法很清楚 

1.章程的第二條:「……，結合全校……」，

但整個章程沒有高雄醫學大學之字眼，

所以不知道「全校」指什麼，宜加入一

項:「依據高雄醫學大學社團辦法成立本

社」。 

2.財務管理辦法沒有提及訂定與修訂之

的方法，另外，也需加入制定日期與修

訂日期。 

3.支出表簽章處順序由左而右應改為總

務、社長、指導老師。 

數自油畫的推廣很有

趣，社團內大部分都

會進行手作課程，服

務學習進行帶動中小

學的課程。 

*缺會議記錄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7 阿米巴詩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2.短、中、長程計畫需具目標、

工作項目、實質策略與經費來

源 

3.要有投票會議紀錄 

1.中文文件的標題不要用 a.、b.等英文代

號。 

2.社長選舉的相關規定宜從幹部選舉中

各自獨立出來。 

3.要訂出修訂章程的辦法。 

4.財產清冊宜詳細區分該財產屬於學校

的、社團自己的等等。 

5.圖書類可另外製作一個目錄。 

6.上期結餘需加入收入表內。 

希望由變形蟲的意象

來定義為詩中生命的

象徵，社團的公告會

用詩來表達相當有

趣，團內會教導社員

依序由填空、書寫視

角練習、詩的改寫、

與意象的具象化練習

等等讓社員可以做出

屬於自己的詩。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缺計劃書、籌備、檢討會、

行前會、收支、回饋 

8 踏青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2.要先設定短程目標，再寫策略

與活動細節 

3.選舉資料要更完整(例：過程

照片、投票單) 

1.標題改為第一章，下直接接第一條。 

2.第四章:「社長自行組閣。」宜作修改，

因這句話的意思屬於總統制，非內閣

制，組閣一詞不當。 

3.標題參照正式文書寫法修改成「壹、」

「一、」 

4.預算表的收支不平衡。 

和單車美食社不同，

主要是藥學系的社

團，上山認植物，服

務學習一次，可由系

外人士擔任要職。 

*缺開會通知單、簽到單、紀

錄者、社長與老師的簽名及會

議 

  照片、手寫稿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5.收據發票請黏貼正本。 

9 生態保育社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10 河洛學社  

1.標題需統一 (有些標題完

整，有些缺校名與社名) 

2.資料非常棒 

3.成效寫得很好 

1.章程標題改為:第一章、第二章，不要出

現 A. B.等英文編號。 

2.社團關係圖須將指導老師與社員的關

係改以虛線標明，不要用實線，因為指

導老師主要是輔助社團。 

3.內文有一條:「社章修改需指導老師審核

同意。」審核同意一詞會顯得社團自主

性不夠。 

4.預算與收入要標示出來源。 

5.財務管理辦法標題應改為第一章後接

第一條……內容也要修改得詳細一點，

否則只能被稱為要則，而不是辦法。 

會議記錄應按活動放

在同一個資料夾，分

頁太多，”天賜良

緣”是以感情為主

題，來進行短劇的演

出與討論。 

*有保留手稿 

*很厲害 

11 漫畫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2.內文時間與標題給的時間不

一致，需修正 

3.需設立願景 

4.目標寫成實質計畫，需將兩者

的意義弄清楚，再加以修正 

1.社團活動包含 cosplay，但是章程裡的主

旨沒有寫到。 

2.不須在章程裡寫入社費要多少錢，這樣

將來很難調整。 

3.經費管理的部分資料要列出標題。 

4.預算表只需呈現預算，但卻在預算之

外，多放入結算。 

依據社員的喜好與專

長，每年社團的創作

方向都不同，今年的

社員以 cosplay 寫真集

為主，漫畫創作少，

基於活動時間多半於

假日，該團主要由網

路平台進行開會，成

果發表會由徽章與明

信片的創作來進行徵

稿。 

*缺開會通知單、簽到單、紀

錄者、社長與老師的簽名及會

議 

 照片、檢討會、行前會、收

支、回饋、活動照片 

12 天文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2.目標很棒，但要加上實質作

1.章程寫:「最後修訂」，宜改為修訂，因

為「最後」二字表示以後不能再修訂。 

2.章程寫:指導老師一至「數」名，即指能

大部分出遊活動會到

墾丁等等地區，較少

到阿里山等等地方，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缺活動照片、檢討會、行前

會、回饋   



法、計畫與策略 

3.缺乏選舉會議紀錄 

有一至九名指導老師，可能要再查一下

是否符合學校規定。 

3.經費來源沒有列入社費。 

4.收據、發票改放付款憑證較具公信力。 

5.報價單不能當發票使用。 

會與中山大學的社團

合辦，通常是二到三

天半左右，人數可以

租一台 25 人的小巴，

活動偏多而社課較

少。 

13 演辯社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14 模擬聯合國社 

1.選舉舉證資料可以更完整 

2.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3.短、中、長程計畫很詳細 

4.社員很了解社團目標與願

景，很棒 

5.組織架構很清楚 

1.章程標題改為:第一章、第二章，辦法標

題改為:第一條、第二條。 

2.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的私立可略，現在少

寫。 

3.章程列出依據。 

4.資料內有寫到退社、除名等處罰，但沒

有明列退社、除名之條件。 

會和文藻進行一定的

交流，有在鳳中等等

學校開設模聯課程的

服務學習，所以上學

期比較專注在社內的

運作，12 月在台大也

有進行模聯相關的交

流活動。社課中會針

對會議對答、時事、

以及文章撰寫等等由

外師進行英文方面的

訓練。組織架構主要

為社長與副社長。 

*缺回饋分析 

*有將每個活動獨立整理 

*缺計劃書、說明會、檢討會、

行前會、回饋   

*內含個資，應注意 

15 中智社 

1.願景與短、中、長程計畫要用

文字整理出來 

2.社團資料要更完整 

1.章程需明定社團名稱。 

2.章程的第六章(提及修改辦法)、第七章

(提及訂定辦法)應整理至同一章。 

3.資料內未提及社員大會，僅有幹部會

議。 

4.將 104 年度結餘列入 105 年度第一筆收

入。 

5.收據只寫「影印」，建議下次寫清楚印

提供社員吃素，並進

行禪修班，有舉辦浴

佛節等等相關的祈福

活動，會由師傅抽籤

解籤，也會進行相關

衛教活動，可以建立

文件模板。 

*缺會議記錄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什麼、影印數量、單價。 

6.取貨單不能當收據使用。 

16 慧燈學社 

1.需有社團行事曆 

2.資料不多，要重新建立與整理

資料 

1.章程須加制定、修訂日期。 

2.章程標題需先寫第○章，若下面還有細

項則標為第○條。 

比起中智社更早成立

(從民國 58 年起)，並

沒有在其他學校有相

關的社團，沒有服務

學習紀錄，社原有 12

人左右，會拜訪校友

或是對國際學生進行

元宵節的英文猜謎。 

*應做成完整的活動紀錄本 

17 如來實證社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未出席評鑑 

18 真理活泉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名 

2.要設立短、中、長程計畫 

3.選舉紀錄不錯 

1.章程呈現方式以法規條列式，不要用表

格式。 

2.若前文用「105 年」表示，後文不要改

成用「2016 年」表示年份。 

3.預算表列出預計收入與支出即可，實際

花費請列入結算表。 

主要進行聖經經文的

研讀。會議記錄缺乏

記錄人的簽名，雲端

與網站的架構完整，

運作完善，缺乏服務

學習。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應將會議紀錄、照片、收支

預算放入活動紀錄簿中 

*拿掉電話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