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大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 三、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負責 因應本處組職變
負責評鑑與輔導學生自治團
評鑑與輔導學生自治團體與 革，課外組與服
體與社團之業務，將於每學年
社團之業務，將於每學年上學 學組整併，故單
位名稱更名修
上學期擇期舉辦 1 次評鑑。
期擇期舉辦 1 次評鑑。
正。
五、評鑑方式：依社團性質分為自 五、評鑑方式：依社團性質分為自 1.修正第 4 款得
治性、服務性、學藝性、康樂性、
治性、服務性、學藝性、康樂性、 獎人數。
體育性、綜合性等類型社團評
體育性、綜合性等類型社團評 2. 因 應 本 處 組 職
變革，課外組與
鑑。
鑑。
服學組整併，故
1.各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參與
1.各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參與
單位名稱更名修
評鑑時，應準備與評鑑項目
評鑑時，應準備與評鑑項目
正。
相關、足以顯示該年度社團
相關、足以顯示該年度社團
運作成果之資料，於評鑑當
運作成果之資料，於評鑑當
日，置於指定地點展出，並
日，置於指定地點展出，並
派員解說或備詢。未參展者
派員解說或備詢。未參展者
或未派員解說、備詢者，概
或未派員解說、備詢者，概
由評鑑單位依現有資料考
由評鑑單位依現有資料考
評，該社團如因此而權利受
評，該社團如因此而權利受
損，不得據以提出異議。
損，不得據以提出異議。
2.評鑑單位就展出之資料，依
配分項目分別評定成績，評
鑑單位得以詢問、訪視等方
式評估其成果或檢證展出
資料之內涵，學生自治組織
與社團評鑑代表得於現場
主動解說以增評鑑效率。但
不得妨礙評鑑之進行。

2.評鑑單位就展出之資料，依
配分項目分別評定成績，評
鑑單位得以詢問、訪視等方
式評估其成果或檢證展出
資料之內涵，學生自治組織
與社團評鑑代表得於現場
主動解說以增評鑑效率。但
不得妨礙評鑑之進行。

3. 評 鑑 成 績以百分計 分法核
計，評鑑內容及標準參考教
育部當年度頒訂之「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
摩活動評分標準表」修訂。

3.評鑑成績以百 分計 分法核
計，評鑑內容及標準參考教
育部當年度頒訂之「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
摩活動評分標準表」修訂。

4.按社團性質分別評定名次，
自治性社團取前三名，其他
社團各取前兩名，共計十三
名。

4.按社團性質分別評定名次，
自治性社團取前三名，其他
社團各取前兩名，共計十一
名。

5.社團評鑑成績公告後，若對
評鑑結果有疑義者，社團負
責人須於成績公布後 5 天內
以書面向課外活動與服務學
習組提出成績複查。

5.社團評鑑成績公告後，若對
評鑑結果有疑義者，社團負
責人須於成績公布後 5 天內
以書面向課外活動輔導組
提出成績複查。

修正條文
六、獎懲方式：

現行條文
六、獎懲方式：

1.得獎社團得優先選擇社團儲
物空間使用權(除音樂性質
社團已配置團練空間者除
外)及頒獲獎狀乙紙，社團負
責人記小功乙次、社團幹部
記嘉獎乙次。

1.得獎社團得優先選擇社團儲
物空間使用權(除音樂性質
社團已配置團練空間者除
外)及頒獲獎狀乙紙，社團負
責人著記小功乙次、社團幹
部著記嘉獎乙次。

2.得獎社團於公開場合頒獎，
並得優先推薦參加教育部
舉辦之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社團評選。

2.得獎社團於公開場合頒獎，
並得優先推薦參加教育部
舉辦之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社團評選。

3.無故不參加全校社團成果評
鑑之社團、系學會，除取消
下一學期之學輔經費補助
與器材設備借用資格外，另
通知社團指導老師，並請其
寫明原因後，送至課外活動
與服務學習組備存。

3.無故不參加全校社團成果評
鑑之社團、系學會，除取消
下一學期之學輔經費補助
與器材設備借用資格外，另
通知社團指導老師，並請其
寫明原因後，送至課外活動
輔導組備存。

4.連續二次未參加全校社團成
果評鑑之社團、系學會，依
程序予以撤銷登記或改組。

4.連續二次未參加全校社團成
果評鑑之社團、系學會，依
程序予以撤銷登記或改組。

5.評鑑成績不佳之社團，將列
入下年度加強輔導對象。

5.評鑑成績不佳之社團，將列
入下年度加強輔導對象。

說明
1.文字誤植修正。
2. 因 應 本 處 組 職
變革，課外組與
服學組整併，故
單位名稱更名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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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達全人教育之目標，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園社團活動，考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的團
隊精神與責任感，並增進社團特色與健全社團活動發展，以落實本校辦學宗旨，特訂定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依本要點所訂之評鑑對象包括學生自治組織及各性質社團。
三、 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負責評鑑與輔導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之業務，將於每學年
上學期擇期舉辦 1 次評鑑。
四、 評鑑委員遴聘方式：聘請具有參與或輔導社團活動經驗之校外專業人士及校內外學生代
表，共計 8 至 12 人為評鑑委員。
五、 評鑑方式：依社團性質分為自治性、服務性、學藝性、康樂性、體育性、綜合性等類型
社團評鑑。
1.各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參與評鑑時，應準備與評鑑項目相關、足以顯示該年度社團運
作成果之資料，於評鑑當日，置於指定地點展出，並派員解說或備詢。未參展者或未派
員解說、備詢者，概由評鑑單位依現有資料考評，該社團如因此而權利受損，不得據以
提出異議。
2.評鑑單位就展出之資料，依配分項目分別評定成績，評鑑單位得以詢問、訪視等方式評
估其成果或檢證展出資料之內涵，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代表得於現場主動解說以
增評鑑效率。但不得妨礙評鑑之進行。
3.評鑑成績以百分計分法核計，評鑑內容及標準參考教育部當年度頒訂之「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評分標準表」修訂。
4.按社團性質分別評定名次，自治性社團取前三名，其他社團各取前兩名，共計十三名。
5.社團評鑑成績公告後，若對評鑑結果有疑義者，社團負責人須於成績公布後 5 天內以
書面向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提出成績複查。
六、 獎懲方式：
1.得獎社團得優先選擇社團儲物空間使用權(除音樂性質社團已配置團練空間者除外)及
頒獲獎狀乙紙，社團負責人記小功乙次、社團幹部記嘉獎乙次。
2.得獎社團於公開場合頒獎，並得優先推薦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
選。

3.無故不參加全校社團成果評鑑之社團、系學會，除取消下一學期之學輔經費補助與器
材設備借用資格外，另通知社團指導老師，並請其寫明原因後，送至課外活動與服務學
習組備存。
4.連續二次未參加全校社團成果評鑑之社團、系學會，依程序予以撤銷登記或改組。
5.評鑑成績不佳之社團，將列入下年度加強輔導對象。
七、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