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全校社團評鑑平時成績(110 年 4 月 20 日止) 

性質 社團 校區 總分 備註 

學術性 天文社 蘭潭校區 32   

學術性 植物研習社 蘭潭校區 69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學術性 生命活泉社 蘭潭校區 14   

學術性 自然資源保育社 蘭潭校區 24   

學術性 IAAS台灣嘉義分會 蘭潭校區 20   

學術性 咖啡研習社 蘭潭校區 50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學術性 兩棲爬蟲研究社 蘭潭校區 34   

學術性 國際英語演講社 蘭潭校區 30   

學術性 福智青年社 蘭潭校區 18   

學術性 酉襄社 蘭潭校區 70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學術性 農業產銷研習社 蘭潭校區 35   

學術性 演辯社 蘭潭校區 6   

學術性 新民籃球研習社 新民校區 22   

學術性 民雄福智青年社 民雄校區 17   

學術性 喜信社 民雄校區 33   

學術性 兒童哲學思考社 民雄校區 24   

學術性 信望愛社 民雄校區 34   

學術性 六色性別研究社 民雄校區 14   

學藝性 古典吉他社 蘭潭校區 27   

學藝性 筑軒古箏社 蘭潭校區 37   

學藝性 吉致吉他社 蘭潭校區 21   

學藝性 動漫社 蘭潭校區 31   

學藝性 攝影社 蘭潭校區 40   

學藝性 書法社 蘭潭校區 25   

學藝性 玉石工藝社 蘭潭校區 17   

學藝性 新民弦喆吉他社 新民校區 27  

學藝性 新民搖滾音樂研究社 新民校區 31   

學藝性 桃花源箏樂社 民雄校區 25   

學藝性 嵐韻合唱社 民雄校區 26   

學藝性 吉他社 民雄校區 30   

學藝性 民雄管樂社 民雄校區 34   

學藝性 熱門音樂社 民雄校區 23   

學藝性 弦樂社 民雄校區 23   

學藝性 民雄動漫社 民雄校區 28   

服務性 數學知識研究社 蘭潭校區 24   

服務性 平安團契 蘭潭校區 14   

服務性 樵夫志工隊 蘭潭校區 22.5   

服務性 農藝志工隊 蘭潭校區 57.5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服務性 One Way 團契志工隊 蘭潭校區 40   



服務性 原住民文化服務社 蘭潭校區 21   

服務性 資管志工隊 新民校區 17   

服務性 珍愛社 新民校區 26.5   

服務性 嘉大國際聯誼服務社 新民校區 12   

服務性 領袖社 新民校區 40   

服務性 課業輔導社 民雄校區 31.5   

服務性 特教志工隊 民雄校區 22   

服務性 慈光社 民雄校區 22   

服務性 英語志工服務社 民雄校區 27   

服務性 數位學習志工隊 民雄校區 22   

服務性 動物保護社 民雄校區 33   

服務性 輔諮志工隊 民雄校區 21   

服務性 崇德青年社 民雄校區 32   

康樂性 活力分享社 蘭潭校區 17.5   

康樂性 蘭潭國樂團 蘭潭校區 47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康樂性 管樂社 蘭潭校區 14.5   

康樂性 流行音樂坊 蘭潭校區 20   

康樂性 樂旗隊 蘭潭校區 19   

康樂性 提琴社 蘭潭校區 25   

康樂性 勁舞社 蘭潭校區 32   

康樂性 魔術社 蘭潭校區 17   

康樂性 調酒社 蘭潭校區 20   

康樂性 益智遊戲研習社 蘭潭校區 8   

康樂性 扯鈴社 蘭潭校區 17   

康樂性 小小廚藝社 蘭潭校區 22   

康樂性 火舞社 蘭潭校區 7   

康樂性 

打擊樂社(109/06/05 成

立) 蘭潭校區 2.5   

康樂性 領悟音樂多媒體工作坊 蘭潭校區 6.5   

康樂性 手工藝社 蘭潭校區 25   

康樂性 漱音國樂社 民雄校區 15   

康樂性 熱舞社 民雄校區 44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康樂性 瑜珈社 民雄校區 25   

康樂性 桌上遊戲社 民雄校區 45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自治性 園藝學系學會 蘭潭校區 23 超過 20分，以 20分計 

自治性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學會 蘭潭校區 24 超過 20分，以 20分計 

自治性 動物科學系學會 蘭潭校區 9   

自治性 植物醫學系學會 蘭潭校區 4   

自治性 應用數學系學會 蘭潭校區 10   

自治性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

會 蘭潭校區 12   

自治性 電機工程學系學會 蘭潭校區 10   



 

自治性 食品科學系學會 蘭潭校區 12   

自治性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學會 蘭潭校區 8   

自治性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學會 新民校區 13   

自治性 輔諮系 民雄校區 19   

自治性 數位系 民雄校區 9   

自治性 中文系 民雄校區 8   

綜合性 僑生聯誼會 蘭潭校區 23   

綜合性 國際學生聯誼社 蘭潭校區 8   

綜合性 雲嘉地區校友會 民雄校區 15   

體育性 柔道社 蘭潭校區 10.5   

體育性 雲峰登山社 蘭潭校區 63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體育性 足球社 蘭潭校區 8   

體育性 空手道社 蘭潭校區 27   

體育性 水上活動社 蘭潭校區 35   

體育性 劍道社 蘭潭校區 12.5   

體育性 跆拳道社 蘭潭校區 20.5   

體育性 霹靂網球社 蘭潭校區 15.5   

體育性 柔心瑜珈社 蘭潭校區 27   

體育性 單車社 蘭潭校區 50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體育性 八極拳社 蘭潭校區 15.5   

體育性 女子排球社 蘭潭校區 24   

體育性 拳擊社 蘭潭校區 13   

體育性 男子排球社 蘭潭校區 9   

體育性 野球社 蘭潭校區 15   

體育性 軟式棒球社 蘭潭校區 14   

體育性 籃球運動研習社 蘭潭校區 7   

體育性 武術社 民雄校區 23   

體育性 羽球社 民雄校區 20   

體育性 籃球裁判研習社 民雄校區 29   

體育性 太陽啦啦隊研究社 民雄校區 54 超過 40分，以 40分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