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學生社團評鑑評審建議-康樂音樂性】
No

1

2

社團名稱

郭柏育老師

王新昌老師

邱婉瑜同學

1.資料格式需調整(例：順序)
2.目標很明確

1.章程的編號應自「壹、」「一、」改成 風氣不盛
「第一章」「第一條」。
2.發展目標中的短、中、長期宜修正內
容，「比賽優秀」與「招生人數理想」
較偏向短期目標。
3.財產清冊宜清楚註明財產屬於學校的
或屬於社團自己的。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社團嘉年華的活動紀錄應放
入會議紀錄
*資料齊全

1.目標要採條列式
2.要有實質策略
3.記得在社員大會宣布投票事
宜

1.章程內容加入校名、宗旨、社團地址、社團團員人數中上，
依據何條法成立本社。
有 22 人!
2.章程之訂定日期、修訂日期請標示於第
一頁。
3.器材部分列到「廢」的部分宜向學校報
廢，「考慮修」的部分直接列出到底送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應放入會議記錄、開會通
知、會議照片
*資料完整

萌風口琴社

采詩國樂社

何守中老師

修了沒即可。

3

合唱團

4

民謠吉他社

1.請用一張表格列出學年目標 1.法律條文中「設」字用於機關，「置」資料完整!很優秀!
2.將一切資料重新做統整
字則用於人。第五章第十條宜更為:「……
設理事會置團長……。」
2.學生社團較沒必要設理事會與監事
會，且此二會的概念相衝突，宜精簡化。
3.2016 年 3、4 月的支出減收入少一個負
號。
4.將「團內收入」寫詳細，上學期結餘等
等額外分項寫出，「團費」也要寫清楚
是什麼。
1.訂定針對社員的目標

無相關評論

1.「財經管理」更名為「財務管理」。 評鑑資料的資料夾名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2.項目明確，但內容可以更豐富 2.預算表須包含收入與支出。
稱都叫活動績效..請記 *缺少會議記錄等
3.擬定社長推選辦法
3.105 年 8 月沒有任何收入的紀錄，卻有 得修改。
餘額，宜清楚列出是上學期結餘轉入這
學期。
4.105 年 9 月支出 2000 元打成 20000 元。
5.收據宜改為黏貼憑證。
6.章程第四條前後衝突，已說交○元社費
者為社員，又說每學期要交一次社費是
社員規定。
7.章程資料前後順序宜調整。

5

古典吉他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1.章程需列出制定日期。
名
2.章程內需明訂出學校與社團關係。
2.清楚發展方向，很好

1.可以多走入社區

6

7

弦樂社

管樂社

和民謠吉他社的差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別，社團人口只有十 *活動紀錄本完整度不足
位左右，有指導老師
從德國買回來的吉他
樂譜。

1.章程第一頁，將修訂內容一致放入後面 會議記錄缺乏簽到

2.要附選舉成果照片等舉證資 的修訂表，修訂日期後面不需列入修訂 表。
料
內容。
2.社長與其他幹部的罷免法均相同，可以
再做進一步的修正。
3.社團的各種活動不需列入章程。
4.辦法的編號不要用「一、」「二、」。
5.資料影本宜請課外組蓋章。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目錄、會議記錄、財務、檢
討應放入活動紀錄簿
*缺開會單
*雖有回饋，但無分析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1.法律條文中「設」字用於機關，「置」服務學習會叫一輛車 *缺開會通知、簽到表
名
字則用於人。應改為「置」社長一人。 來載樂器，其他人會 *財務應分開整理
2.策略要具體
用機車前往，人數約 *有回饋分析
3.先寫工作項目，再寫策略
40 多。
4.要附選舉成果照片等舉證資

料
(有選舉公報，非常棒)

8

9

古箏社

1.用表格整理出短、中、長程計 1.章程的訂定日期、修訂日期要寫出。 男生很稀少
畫
2.列出成效
3.要寫出具體活動項目
4.需擬定組織章程
5.要附選舉成果照片等舉證資
料

聲樂社

1.用表格整理短期計畫
2.要清楚社團之核心價值
3.資料都有，做得很好

1.財務的統計表格簽名處，應按照位階高 部門龐大，有些會議 無相關評論
低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資料的簽章有漏。

1.要有短、中、長程計畫
2.需找到社團之核心價值

1.預算表應包含收入來源。
要建立網路上的資料
2.預算表有剩餘或虧損要列出處理辦法。建檔
3.日期宜寫在訂定二字之前，如:「X 年 X
月 X 日訂定」。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缺簽到單、紀錄者、社長與
老師的簽名、回饋
*檢討應同時記錄好與壞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1.章程只需出示一份，不需出示 103 年。 評鑑資料完整，會議
名
2.財務可將書、譜另做分類。
記錄缺乏簽到表。
2.要列出工作項目與實質策略
3.資料需附上投票結果
4.選舉要參考組織章程，並制定
選罷法

*缺簽到單、紀錄者、社長與
老師的簽名，回饋應列印出來
*內含個資應注意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缺會議手寫稿

10 西洋熱門音樂社

11

鋼琴社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應將會議紀錄等放入活動紀
錄本
*缺回饋與分析

12

烏克麗麗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1.章程的編號宜改用「第一章」
「第二章」
。評鑑資料十分完整
名
2.請將「設正副部長兩名」更為「設正部
2.在短程計劃後面，以表格形式 長一名，副部長一名」較佳。
附上成效
3.耗材(如海報)不需列入財產。
3.計畫制定得很棒

13

流行歌唱社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1.章程的訂定日期、修訂日期要寫出。 社團成立宗旨十分有 *缺會議照片、活動經費預

名
2.要附上執行成效
3.註明投票票數
4.短、中、長程計畫很清楚

14

15

節奏口技社

世界舞蹈社

2.法律條文中「設」字用於機關，「置」趣，社員數也蠻多的 算、問卷內容、散會時間
字則用於人。應改為「置」社長一人。
*企劃書往前擺
3.資料附影本宜請課外組蓋章。
*可使用有孔的資料夾，比較
不會浪費
*財務本應擺放月報表之類的

1.整理出短、中、長程計畫，且 1.章程需加入學校與社團之關係。
服務學習給予國小的
目標和計畫要相呼應
2.列出依據何法，社長、副社長由社員大 孩子進行四社混合課
會選出。
程，可以給予他們更
3.內容提及幹部連任不限次數，宜修改成 豐富的社團專長啟
蓋不得連選連任。
發，服務學習來說效
果蠻好的。

1.文件需在標題加上校名與社 1.章程的訂定日期、修訂日期要寫出。 近年來韓舞興起，社 *有回饋分析很重要
名
2.財務報表宜有總務、社長的簽章。
團的跳舞風氣大不如 *各項活動紀錄有獨立
2.資料要重新整理
3.發票用副本宜註明正本去處。
前，可以思考社團教 *缺各項會議、開會通知、紀
3.策略要分短、中、長程
學轉型方向
錄者、社長與老師的簽名、會
4.要附選舉成果照片等舉證資
議
料
5.選舉紀錄要更詳細
1.要訂工作項目與實質策略
2.擬定選舉辦法

16

17

棋藝社

欣欣社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內含個資
*缺回饋分析
*只要有活動都可以放做成紀
錄本

照片、文宣
1.章程之大標題不需加「貳、」。
學生間下棋的風氣大 *應做出一本完整的活動紀錄
2.章程的訂定日期、修訂日期要寫出，也 不如前，所以近年有 本
要訂定出章程的修訂辦法。
結合西洋棋部門，缺
3.幹部獎懲不需列入資料。
乏服務學習。
4.可備註學校的經費未核撥下來，不然社
費只剩 300 元。

1.短、中、長程計畫的內容可以 1.章程的訂定日期、修訂日期要寫出。 活動紀錄很多是用手
更豐富
2.第二章第一條之訂定會令人誤會成沒 寫進行，要建立網路
2.擬定選舉資格
參加過本社活動之前不能當社員。
上的電腦輸出。開會
3.第四節的「權力」改成「權利」，這兩 缺乏簽到表。

*應將檢討單製成表單並取出
一些文宣，以減少紀錄本的厚
度
*缺問卷分析、開會通知、手

個詞的意義不同。

寫稿、紀錄者、社長與老師的
簽名

1.建立目標與核心價值
1.章程的訂定日期、修訂日期要寫出，並 資料完整，名字有趣。*收支向前擺放，文宣往後移
2.要附選舉成果照片等舉證資 加入學校與社團之關係。
*會議記錄放入活動本
18 現代生活促進社
料
2.章程不需列入修訂前之版本。
*資料完整
3.「已消費」一詞改成「支出」較佳。

19

20

21

1.建立短、中、長程計畫

1.須列出章程的修訂法。
缺乏服務學習，主要 *活動紀錄本完整度待加強
2.幹部交接不需列入章程。
是因為其位在下學
*別太隨興，積極是讓社團向
3.價格直接寫實際費用即可，不須寫打折 期，社員少可以考慮 上發展的動力
錢的價格。
社團轉型。

1.資料需重新排版

章程內有一條:「選舉辦法參考第四章第 橋牌打牌風氣不盛，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三條。」但欠缺第四章第三條。
外國橋牌都用機器洗 *缺計畫、會議紀錄、籌備、
牌。
流程、過程、檢討會、開會通
知、成果、回饋與分析等

1.找到社團核心價值

1.章程用條列式，編號用「第一章」「第 社團在進行場刊時，
二章」，並將制定日期寫於第一頁標題 會是以景點的附近的
旁邊。
CITYbike 為重心。
2.章程要修改不能只有幹部會議，要經社
員大會。
3.財務報表須將共同性的項目如門票、保
險需列入表格。

魔術社

橋藝社

單車美食社

*每個活動應自成一本
*缺籌備會、行前會、檢討會、
預算結算
*各項活動皆應做出回饋，而
非以整學期為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