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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 1學期蘭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09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1時 00分 

地點：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 

出席者：如簽到表(實到 54人) 

壹：主席致詞：略                                      記錄：陳惠蘭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社 團 名 稱 建 議 事 項 執行情形 

魔術社潘元傑 
社團評鑑評分是以分數來排等第或以比

例來排。 
依社團性質取比例方式排序。 

管樂社陳香伶 

1.管樂社和樂旗隊、禮賓大使一樣，在學

校各項重大活動皆有出席，但上述二個

團體在畢業時都有獲得授獎，希望學校

可以考慮這項提議。 

2.ftp已屬非常久以前的形式，能否參考

教學平台或是校務行政系統的格式供

社團使用。 

1.樂旗隊及禮賓大使代表學校參

加校外多次活動，管樂社則以參

加校內各項重大活動，故建議以

獎懲方式鼓勵社員。 

2.教學平台目前較不可行，本學期

將使用伺服器，提供社團上傳及

保存資料。 

吉致吉他社 

李承勳 
社辦天花板漏水不斷，已形成鐘乳石。 

社辦窗台設備已進行修繕，天花板

漏水部分本學期已請專人維護，主

要原因為頂樓防漏及排水孔問

題，目前已提報總務處進行會勘及

清除部分排水孔，並已通過統籌款

經費補助，將於本年底之前完成修

繕。 

勁舞社劉俊廷 

1.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吊扇請維修。 

2.本社社辦冷氣遙控器未拿到已有一學

期。 

1.吊扇部分已進行維修。 

2.目前已提供一台遙控器使用，請

列入設備交接。 

叁：報告事項 

一、每一社團需於每學期完成一次服務學習，以因應社團評鑑服務學習項目。 

二、社團社課紀錄簿請確實登錄，每週五繳回課外活動指導組，隔週週一拿回。 

三、感謝學生會精心規畫 102學年度學生幹部訓練(102年 8月 31日至 9月 1日)、新生始業輔

導-新生之夜(9月 9日)、社團日-社團博覽會暨社團之夜(蘭潭校區 9月 17日、新民校區 9

月 24日)。 

四、蘭潭學生會 9月 31日至 10月 11日辦理「二手書義賣活動」，地點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一樓。 

五、本組自 9月 23日（星期一）起開始夜間服務及社團巡查，新民校區為每週一 17時至 20時。 

六、社團團室門的玻璃、牆壁請勿張貼或懸掛他物。 

七、第二會議室、第三會議室場地、器材開放借用時間為使用前二週向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

請。學生活動中心一樓場地向學生會申請、學餐一樓及二樓請向總務處膳食管理委員會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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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團信箱為課外活動指導組或學生會通知社團重要事項之溝通管道，請各社團負責人務必

定指派專人管理信箱，並隨時留意位於課外組前及 2樓會議室前公布欄。 

九、社團辦理活動應於活動前二星期前提出申請(填寫申請表及企畫書)，活動結束後二週內完

成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摘要表、簽到表、照片及其他相關資料)，經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定後

上傳 ftp，社團於核定一週後提出經費核銷(申請表、企畫書、成果報告摘要表、簽到表、

照片及其他相關資料須完成上傳，不須影本，若未完成上傳者無法執行核銷)。 

十、本學期各社團辦理活動盡量於 12月 5日前完成辦理，若活動必須於 12月 5日以後辦理時，

請注意核銷問題，本校會計將於 12月 10日關帳。 

十一、102學年度第 1學期未繳社團負責人資料、社團老師簡歷表、財產清冊及交接清冊者，

請於 9/27(五)補繳完畢，倘若逾期之社團爾後所提活動申請本組將一律不受理。 

十二、社團參加重要會議包含 1.102學年度學生幹部自治座談會(訂於 10月 16日蘭潭校區國際

會議廳)2.社團期初、期末座談會 3.全校社團評鑑(11月 29日)，請各社團負責人準時參

加。 

十三、為落實節能減碳，實施社團電源管制，請社團負責人或專責管理之社員，每日檢查團室

電源開關是否關閉再行離開(若已經自動斷電時間，請記得關開關)，日後發現未關閉電

源者，以社團計點方式警告並於課外活動指導組公告欄公布，累計 10次將收回社團辦公

室。 

十四、大一服務學習登錄表如附件一，每位學生一張，社團活動由社長執行時數登錄。符合服

務學習項目及單位如附件二。 

肆、臨時動議 

社 團 名 稱 建 議 事 項 執行情形 

動漫社古安辰 

1.確認大一服務學習登錄表是否全部新

生每人一份? 

2.服務學習運作方式? 

1.由班級輔導長統一領取，每位大

一學生自我保存一份服務學習

登錄表。 

2.本學年度服務學習與上學年度

服務學習方式及時數相同，唯有

異動之處如第 1點說明。 

天文社葉妤倩 
屋頂漏水修繕時間大約何時開始，方便讓

我們知道何時設課需要借場地? 

9月 26日通過經費補助案，需有騎

乘進行公告及招標、施工及驗收，

預計 10月底至 11月初進行施工，

此會盡快辦理。 

珍愛社郭浩榮 

社團辦公室空間不敷使用，能彙請課外活

動指導組惠請管理學院借用剩餘空教室

使用? 

9月 27日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設計

表格，學生會社團部統一公告，請

有需求之社團填具後於 10月 5日

回傳彙整，再與管理學院進行協

商。 

筑軒古箏社 

林欣宜 

因為將要有維修工程，想請問勘查時會只

關注曾提出維修單的社團還是會全體勘

查? 

9月 27日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設計

表格，學生會社團部統一公告，請

有需求之社團填具後於 10月 5日

回傳彙整，待得標廠商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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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名 稱 建 議 事 項 執行情形 

管樂社楊喻帆 

1.若活動已確定 12月底，如何核銷? 

2.社團老師簡歷若相同，是否還需繳交? 

3.財產清冊包含項目? 

1.活動申請校方補助已 12月 10日

關帳為準，若為社團自籌則不

限。 

2.社團老師簡歷若相同請至本組

抄寫，仍需繳交簡歷。 

3.屬於社團財產均需列清冊，為不

知購買日期及單價，則免填寫購

買日期及單價。 

柔道社孔德涵 
關帳之後，如果說有邀請賽或市賽，可以

申請經費補助? 

課外活動指導組經費無法補助邀

請賽、友誼賽。 

兩棲爬蟲研究

社吳亞謙 

1.新成立社團是否需繳財產清冊及交接

清冊? 

2.參加研討會是否能得到課外活動指導

組經費補助? 

1.新成立社團無財產以及交接，故

不需填具。 

2.課外活動指導組經費補助以社

團辦理活動及參加校外地區

性、全國性競賽為主。 

勁舞社周鴻霖 

1.需全面性探察整棟建築之漏水問題，另

外學生活動中心地下 1樓地板會有下往

上滲水問題，下大雨時十分嚴重，而且

臭味四溢，練習時也會有滑倒受傷的困

惱。 

2.施工前二個禮拜需提早告知社團負責

人，以應付臨時情況，也希望申請其他

場地練舞時能夠在這 2周內完成，申請

時間希望不要太趕。 

3.本社社辦後方 2支電風扇依舊無法使

用，希望在允許情況下盡快維修。 

1.9月 27日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設

計表格，學生會社團部統一公

告，請有需求之社團填具後於 10

月 5日回傳彙整，待得標廠商勘

查。 

2.施工前二週公告，敬請各社團負

責人注意。 

3.目前已更新 3支電風扇。 

 

桌球社黃瓊瑩 

1.嘉禾館地下室目前有嚴重積水現象(鐵

門後方)希望校方能盡快修繕。 

2.下雨過後，嘉禾館地下室常有嚴重漏

水、積水現象，希望校方能給予加強及

維修措施。 

3.嘉禾館地下室因較低窪，故常有通風不

良之問題(已開啟抽風扇)，希望校方能

加強改善，增設電扇或空調設備等等。 

4.可否請校方加強嘉禾館地下室之整潔

問題(球桌之清潔、積水之處理)。 

1.有關嘉禾館建築漏水及積水情

形，課外活動指導組於 9月 26

日將相關問題敬會體育室，敬請

予以回復。 

2.體育室回復：近月因颱風豪雨超

過抽水機負荷所致，僅為偶發現

象，且積水不致滲入桌球室，無

安全之顧慮。 

 

伍、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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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嘉義大學大一學生服務學習登錄表 

       學年度    學期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服務項目 日期 時數 內   容 表現成效 登錄人簽章 

校內服務共 26小時 

 

1.校內打掃 

（至少 10小時） 

2.認識社團服務學習 

（每次社課 2小時） 

3.系所全校服務性活 

  動 

 

備註：以上三種服務

項目，可自行彈性分

配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優異□普通  

校外服務 10小時 

(社團、班級、系所)

校外服務 

 2 規劃準備階段 □優異□普通  

 4 執行服務階段 □優異□普通  

 2 慶賀階段 □優異□普通  

 2 反思階段 □優異□普通  

1.班級校外服務準備階段含討論規劃、行前訓練等；執行服務階段；慶
賀階段；反思階段，班級活動由班級輔導長執行時數登錄。 

2.社團校外服務準備階段含社課、討論規劃、行前訓練等；1次社團校
外服務階段；慶賀階段；反思階段，社團活動由社長執行時數登錄。 

3.系所活動，經申請通過由班級輔導長執行時數登錄。 

備註 

1.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規定：大一服務學習為必修零學分，每
週二節或每學期三十六小時，分為校內外服務學習。 

2.本表由學生自行保管，若遺失請由班級輔導長或社團社長查證後補登。 
3.每學期第 18週請班級輔導長收齊全班同學登錄表送交導師參酌評
定；若該學期成績未通過者，需重新選課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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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團符合申請服務學習項目 

 
原則： 

1. 要有「服務」及「學習」。 

2. 要有服務對象。 

項目： 

1. 與「里鄰」「社區發展中心」合作辦理活動。 

2. 中小學服務(課輔、營隊、假日營等)。 

3. 以社會福利單位及弱勢團體為優先服務對象(服務單位如：安養院、伊甸基金

會、仁愛之家、家扶中心、紅十字會、育幼院、早療中心或其他社會福利團體)

之活動。 

4. 社區營造中心及發展、文史調查及導覽、環境保護、生態保育、衛生保健、資

訊服務、音樂賞析、體育保護宣導、藝術展等。 

5. 帶領社區民眾或學生辦理淨山、淨灘之項目。 

6. 配合地區縣、市政府暨公益團體辦理臨時性服務學習志工活動。 

 

服務性社團 中小學假日營、社區服務、課輔、安養院關懷等 

音樂性社團 社區音樂賞析、音樂教學等 

學術性社團 社區教學、社區營隊等 

體育性社團 社區教學、體育營、體育競賽服務 

聯誼性社團 社區服務等 

藝術性社團 社區聯展、社區教學等 

康樂性社團 社區營隊、志工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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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機構
名稱 

服務項目 名額 服務時間 需求事項 

1 社團法人嘉義縣

精神康扶之友協

會 

A 組-精神障礙者服務 2 每週一至五 09:00~12:00 

13:30~16:30 

需附自傳及面試，具有愛

心及關懷精神 

 B 組-灣橋社區關懷據點服

務 

3 每週二、四 08:30~12:00 

13:30~17:30 

2 嘉義縣民雄鄉公

所附屬圖書館 

A 組-行政工作、課業輔導 不拘 每週一至週日

09:00~12:00 

無 

B 組-行政工作、課業輔導 不拘 每週一至週日

13:30~17:00 

3 

嘉義縣私立若竹

兒智能發展中心 

A 組-協助教學 5 每週一~週五

08:00~12:00 

活潑、主動 

 

B 組-協助教學 5 每週一~週五 

13:00~16:00 

4 嘉義縣私立感恩

老人養護中心 

A 組-生活關懷 4 每週一至週日 09：

00~11：00 

不用面試，但需先預約時

間 

B 組-生活關懷 4 每週一至週日 14：

00~17：00 

5 社團法人嘉義市

殘障者服務協會

承辦輔具資源中

心 

輔具中心服務項目解說 4 週五 14:00~16:00 無 

6 創世基金會 A 組：植物人安養院清潔 10 每週一至六 08:00~12:00 無 

B 組：到植物人、獨居老

人宅居家服務、服務對象

復健計畫戶外運動支援 

5 每週一至六

08:00~12:00、 

13:30~17:30 

C 組：行政業務－發票、

收據、接待、二手物品整

理、義工證件、助建植物

人安養院行政事務 

10 每週一至六 08:00~12:00 

13:30~17:30 

D 組：街頭勸募發票 80 每週六 09:30~12:00 

每週六 13:30~17:00 

7 
財團法人天主教

善牧基金會-嘉義

中心 

課業輔導、行政工作、活

動辦理：園遊會義賣、業

務宣導…等 

 

4 每週三 13:30~15:30 需面試，負責、有耐心、

勇於表達 

8 嘉義縣私立基督

養護中心 

美化社區環境 4 週一至週五 需面談，熱情勤勞；具備

美術或景觀專長者尤佳 

9 佛光山嘉義會館 A 組：社區關懷及學童課

業輔導 

3 
週三 14:30~17:00 

無 

B 組：電話訪問、資料整

理 

 

2 

週二至週五 14:00~17:00 

10 財團法人嘉義市

私立瑞泰老人長

期照護中心 

生活關懷 4 星期一至星期五

13:30~16:30 

活潑、主動、不畏懼生

人，親和力佳者 

11 私立宏仁老人養

護中心 

生活關懷 10 週一至週五 13:00~17:00 無 

服務學習機構參考名冊      101.09.20 修訂    

1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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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財團法人台灣省

私立嘉義仁愛之

家養護所 

生活關懷 5-6 人 每週一至週五

14:00~16:00 

活潑、喜歡老人 

13 嘉義市關懷自閉

症協會 

A 組：陪同孩子一起上課

(音樂課) 

5-10 每週六 09:00~10:00 最好有特教學習經驗，沒

有也十分歡迎，但需有愛

心、耐心 

B 組：陪同孩子一起上課

(體能課) 

10-20 每週六 10:00~12:00 最好有特教學習經驗，沒

有也十分歡迎，但需有愛

心、耐心 

C 組：陪同孩子一起上課

(游泳課) 

2-3 每週日 14:00-17:00 

(可彈性選 2 小時) 

有游泳、特教學習經驗者

佳；會游泳、沒有特教經

驗也十分歡迎，但需有愛

心、耐心。此外，門票將

由協會負責支付。 

14 嘉義市私立東洋

護理之家 

A 組：活動辦理,帶領團康

活動 

5-15 週一至週五 14:00~16:00 
活潑、勇於表達 

B 組：佈置機構溫馨環境 5-10 週一至週五不限時間 有創意,美工佳 

C 組：園藝 5-10 週一至週五不限時間 無 

15 嘉義縣聽語多重

障礙福利協進會 

A 組：行政工作：文書及

網頁設計 

2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活潑、勇於表達 

B 組：活動辦理：資訊展

義賣活動 

2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16 嘉義市長青綜合

服務中心 

A 組：協助日間照顧相關

工作，協助長青學苑相關

業務 

3 週一至週五 08:30~12:00 無 

B 組：協助日間照顧相關

工作，協助長青學苑相關

業務 

3 週一至週五 13:30~17:00 

17 嘉義縣民雄鄉公

所 

A 組：民雄鄉各社區發展

協會社區服務 

10 每週一至五 08:00~17:00 無 

B 組：民雄鄉立托兒所之

美化環境，圖書整理 

10 每週一至五 08:00~17:00 

C 組：民雄鄉納骨塔、公

園美化綠化環境 

20 每週一至五 08:00~17:00 

18 財團法人嘉義市

私立嘉愛啟智發

展中心 

成人智能障礙者日托和全

日托服務 

5 週一至週五 08:30~16:30 有耐性，了解智障者特性 

 

19 嘉義市私立晨光

智能發展中心 

教學協助，行政工作，活

動支援 

5 週一至週五 09:00~16:00 有耐心，不排斥與身心障

礙者接觸 

20 國立嘉義啟智學

校 

協助訓練學生體育專長；

協助處理學生生活自理等

相關事務；支援教師教學 

20 週一至週五 8:00~12:00 熱心服務 

21 社團法人嘉義市

正德護生慈善會 

A 組：狗隻清洗、環境整

理 

不拘 每週六、日上午~下午 愛狗，需先電話聯繫 

※希望相關科系可以從

事服務 
B 組：協助狗隻送養 3-5 人 每月第二、四週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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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9:00~15:00 

22 社團法人嘉義市

脊髓損傷者協會 

A 組：「脊髓損傷園藝自立

耕生團隊」 相關事務 

3-5 人 週一至週五 8:00~10:00 
喜愛園藝，需面談  

B 組：「豔紫荊電子商務工

作室」相關業務 

1-2 人 週二至週四 9:00~12:00 資訊相關科系，有社會公

關經驗，有網拍經驗，需

面談  

23 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一般就醫民眾，醫療服務 不拘 每週一至週五

8:30~16:30 

需先來電預約面談，通過

面談者方安排見習並需

參加教育訓練。每一年一

期，每週固定時段服務，

至少服務一班（3 小時） 

 

不拘 每週六 8:00~11:30 

24 社團法人世界和

平會 

行政工作：文書處理；關

懷訪視：電訪，陪同家訪；

活動辦理 

2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需面試，主動、負責、具

熱忱 

 

2 週一至週五 13:30~17:30 

25 嘉義縣私立仲埔

教養院 

團康活動、舞蹈教學、美

勞創作、農藝陶冶 

10 人

以內 

週一至週五 8:00~11:30 有愛心、耐心、服務熱忱 

＊至蘭潭校區集合後再

由院方人員帶路至院內 

26 台灣省私立嘉義

濟美仁愛之家 

1.協助帶領團體文康活動 

2.關懷與陪伴長者 

3.整理園內環境  

不拘 週一至週日 09:00~11:00 需面試，有助人熱忱者 

週一至週日 14:00~17:00 

27 嘉義縣私立聖心

教養院 

A 組：本院行政  5-6 人 週一至週日

08:00-12:00、13:30-17:30 

需面試。希望為具服務熱

忱且主動學習者。因本區

大眾運輸工具班次少，自

備交通工具或居鄰近地

區者佳。中高齡外展服務

部份，具台語能力者佳；

居於鄰近鄉鎮者佳。 

B 組：日托單位服務 2-4 人 週一至週五 09:00~16:00 

C 組：外展服務 4-6 人 週休二日 

28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附設護理之家 

生活照護 6 週一至週四 10:00~12:00 1.不需面試（可先至機構

參觀）2.台語溝通能力中

等 3.主動、喜歡與長輩互

動者佳 

6 週一至週四 15:00~17:00 

29 社團法人嘉義縣

志願服務協會 

A 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服務：量血壓、體溫、活

動協助、關懷訪視 

2 週二、週四 08:30~12:00 
需行前說明會,對老人服

務有熱忱 

B 組：老人文康車：社區

巡迴服務、活動協助 

2 週二、週六 08:30~17:30 
對老人服務有熱忱 

C 組：兒少社區照顧：課

業輔導、活動帶領、關懷

訪視 

2 週三 13:00~17:30 

週六 08:00~17:30 
需行前說明會，對兒童服

務有熱忱 

D 組：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活動協助 

2-5 週六、週日 08:00~17:30 對志願服務有熱忱 



 9 

 

30 嘉義縣社區發展

協會 

敬請連結 

嘉義縣社區發展協會 

 08:00~17:00 公告於課外活動組網頁 

紙本張貼課外活動組布

告欄 

31 嘉義市社區發展

協會 

敬請查詢 

嘉義市社區發展協會 

 08:00~17:00 公告於課外活動組網頁 

紙本張貼課外活動組布

告欄 

32 立仁中學 原住民學生課業輔導 不拘 每週一至週日

17:30~19:00 

對志願服務有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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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 1學期蘭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學生意見回復表 

敬會：體育室 

社 團 名 稱 建 議 事 項 執行情形 

桌球社黃瓊瑩 

1.嘉禾館地下室目前有嚴重積水現象(鐵

門後方)希望校方能盡快修繕。 

2.下雨過後，嘉禾館地下室常有嚴重漏

水、積水現象，希望校方能給予加強及

維修措施。 

3.嘉禾館地下室因較低窪，故常有通風不

良之問題(已開啟抽風扇)，希望校方能

加強改善，增設電扇或空調設備等等。 

4.可否請校方加強嘉禾館地下室之整潔

問題(球桌之清潔、積水之處理)。 

1.有關嘉禾館建築漏水及積水情

形，課外活動指導組於 9月 26

日將相關問題敬會體育室，敬請

予以回復。 

填表人：                            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