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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度第 2學期蘭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初座談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

壹：詹組長致詞 記錄：賀招菊

各位社長及社團幹部午安，今天召開期初座談會，感謝大家的出席。工作報告後，

請各社團代表就課外組或其他事項提出建議，亦歡迎隨時向課外組反應，本組全體同仁將

秉持服務的熱誠為同學服務。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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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民謠吉他社

李鴻華同學

針對第 12、13 項的宣導提問，是否新民

校區社團也列入環境維護的考量評選？

及社團夜間巡查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環境考核同步施行，新民社團巡

查時間會在星期一。

跆拳社

彭雅莉同學
評鑑當天幹部反應，缺少一位評鑑老師。

當天經同學反應已確認過委員無

漏評現象。

柔道社

莊庭涵同學

嘉禾館 B1 的燈管有至少 20 支以上的燈

管是不亮的或在閃的。
燈管已更新

排球社

陳奕斌

嘉禾館內增設置物櫃、及監視器以防止

同學包包被偷

協調體育室的置物櫃擺設空間，

將置物櫃加鎖替代。

吉致吉他社

高從華同學

社辦維修，門無法關起，鐵門難開可否

更新？

有問題馬上填寫申請，將會盡快

處理。

耕心心研社

楊淑涵同學

學生活動中心四樓改善：F4 飲水機故

障，F3 供水不足、F4 女廁照明不足。

女廁照明已修復；飲水機已通知

營繕組進行修繕

古箏社

陳懋凱同學
三樓玻璃屋外的電燈需修理，公佈欄軟

木塞太薄。
已維修完畢。

書法社

黃琰修同學

學生活動中心飲水機流量小，男廁燈管

損壞。
已請廠商進行修繕

棋藝社

洪永客同學

團室內及週遭環境清潔問題，關於下學

期團室考核，兩社團共用一間團室要怎

麼評?

1.樓梯間是由學輔中心和課外活

動組工讀生協助打掃

2.環境考評標準會另行通知

農藝志工隊

左牧民同學
活動中心的廁所可否定期打掃與整修?

活動中心廁所修繕工程，總務處

已完成招標，目前業已分層進行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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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告事項

一、社團活動情形：

 1、100 年學生社團寒期服務營隊活動，於 100 年 1 月 30 日全部結束，學生社團規劃一

系列有義意的活動，藉活動達寓教於樂的學習效果，帶給偏遠地區學童難忘的寒假，

也深獲服務小學的好評。

2、蘭潭國樂團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南區決賽」獲得團體合奏及絲竹樂優等成績、管

樂社獲得管樂室內男隊甲等。

3、本校嘉簡呈儲戲劇坊入選「建國百年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競賽」將

於 4 月 15 日參加決賽。

4、100 年 3 月 2 日勁舞社假學生餐廳辦理「小型成果發表會」。

5、100 年 3 月 19 日慈青社、蘭潭國樂團、古典吉他社及吉致吉他社，至大林慈濟醫院

舉行聯合公演。

6、100 年 3 月 3 日空手道社於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辦理防身術講習。

7、2011 二手書義賣活動，由蘭潭學生會辦理，希望同學能藉此響應環保、尊重智慧財產

權杜絕非法影印，以利人利己方式讓資源再生，展出地點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

展出期間 3 月 1 日至 11 日，同學反映熱烈。

8、99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至今（3 月 15 日止）學生社團辦理活動及經費補助情形如下：

社團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地點 補助

金額(元)

1.
魔術社 魔術社寒訓 0214-0215 魔術社社辦 1000

2.
蘭潭勁舞社 勁舞社寒假進修 0214-0220 學生活動廣場 2500

3.
動漫社 「努力、友情、勝利」

修煉計畫寒訓

0214-0218 學生活動中心 2500

4.
魔術社 福祿見老老人養護中

心表演

0217 台中老人養護中

心

500

5.
古典吉他社 寒訓 0218-0219 第二會議室 1000

6.
魔術社 雲嘉區大專院校魔術

社聯合寒訓

0219-0220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500

7.
水生輔幼社 參與聖若望兒童課後

攜手計畫

0219-0626 聖若望主教座堂 0

8.
耕心心研社 期初社員大會 0222 耕心社辦 500

9.
自然資源保育社 社員大會 0223 自保社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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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生輔幼社 兒童陪伴課輔志工能

力訓練課程

0226 水生生物科學系

系館

2400

11.
蘭潭學生會 學生會旅遊-台東大學

學生會交流

0226-0227 台東 0

12.
蘭潭學生會 期初二手書義賣 0301-0304 第二會議室 4000

13.
八色鳥活動隊 寒期慶功宴 0301 北海道昆布火鍋

店

0

14.
蘭潭勁舞社 勁舞社小型成果發表

會

0302 蘭潭學生餐廳 1F 1000

15.
自然資源保育社 哺乳類介紹 0302 自保社辦 100

16.
空手道社 防身術講習 0303 學活3F第一會議

室

1500

17.
魔術社 魔術社招生晚會 0303 學活 1F 500

18.
蘭潭攝影社 校園夜間攝影 0303 蘭潭校區 7100

19.
管樂社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0303-0304 高市勞工教育生

活中心

22000

20.
蘭潭書法社 期初社員大會 0304 社辦 0

21.
樵夫志工隊 飢餓 30 社員&小隊輔

行前訓練

0305-0306 學活 2F 會議室 1000

22.
水生輔幼社 希望工程體制能課後

輔導計畫

0305-0311 各國小校區 0

23.
天文社 橋牌比賽 0306 天文社社辦 0

24.
自然資源保育社 鳥類介紹 0309 自保社辦 100

25.
僑生聯誼社 99 學年度第 8 屆中南

僑盃運動會

0312-0313 中興大學體育館 1000

26.
極限攀岩社 關子嶺戶外攀登 0313 關子嶺天然岩場 700

27.
動漫社 100 年五社聯合成果

展

0314-0318 蘭潭校區 1000

28.
耕心心研社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來

我嘉

0315 蘭潭校區 1000

29.
流行音樂坊 流行音樂坊野台開唱 0315-0510 學活 1F,引印中

心前

500

30.
慈青,國樂,古典

吉他,吉致吉他

社

大林醫院聯合公演 0319 大林醫院 2000

31.
微生免疫與生物

藥學系

第三十四屆全國大生

盃

0319-0320 國立中興大學 0

32.
八色鳥活動隊 八色鳥活動隊-

八寶週

0321-0325 學活 1F 郵局前 1500



4

33.
動漫社 動漫社初期茶會 0324 學生餐廳 1F 100

34.
慈青,國樂,兩吉

他社,魔術社

大林醫院聯合公演 0326 大林醫院 2000

35.
微生免疫與生物

藥學系

微免生藥週 0328-0401 學活 1F 0

二、業務報告及宣導

1、課外組本學期自 3 月 1 日起開始夜間服務及社團巡查，蘭潭校區時間為每週二至週四

17 時至 20 時，新民校區為每週一 17 時至 20 時，考試週及考試前一週暫停，各社團

如需借用器材，請於服務時間洽詢。

2、99 年全校社團評鑑已公布，依本校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第 9 點規定：「無故不參加

評鑑者，一律停社處分，收回公有財產、辦公室使用權。」，因此自 99 學年度第 2 學

期起，蘭潭校區停止社團運作之社團有：手語社、機研社、慢壘社、雄友會等 4 個社

團。

3、100 年全國大專校院評鑑，訂於 100 年 3 月 26-27 日舉行，本校推派蘭潭農藝志工隊、

國樂團分別參加服務性及學術學藝性社團評鑑。

4、100 年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學生社團成果聯展活動，訂於 100 年 4 月 29 日舉行，蘭潭

校區將分別推派由八色鳥活動社、勁舞社代表參加靜態、動態社團觀摩評選交流活動。

5、社團指導老師與社團負責人任期為一學年，聘期為 8 月起至次年 7 月，若有特殊狀況

不滿一學年須更換社團指導老師或社團負責人請重新遞交社團老師簡歷表（需附學、

經歷證明文件）或社團負責人資料至課外活動組備查。

6、為有效管制學生申請公假情形，社團協助辦理大型活動及前置作業始可申請公假，並

於網頁自行登錄列印，由社團負責人彙整後並於公假單空白處簽名後，於活動前送至

課外組。

7、社團活動紀錄簿應於每次社課完畢，詳細填寫上課內容情形並請指導老師親自簽名後，

再送至課外組核章，如老師未到者，請於老師簽名處填列「未到」，請勿事先簽名或代

為簽名。

8、參加校外競賽獲得優異成績之社團，或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帶動中小學

活動之社團及寒暑假活動營隊之社團，請於競賽或活動後一個月內，自行將「學生奬

懲建議表」之個人資料填具完畢後送至課外姐，為敘奬之依據。

9、場地、器材開放借用時間為使用前一週向課外組鄭小姐提出申請。課外活動組器材及

場地申請每日借用時段為早上、中午、下午及晚上，各社團請依申請單填寫之使用日

期及時間來領取器材或鑰匙，不可提早領取(假日借用除外)，影響其他社團當日提出

借用申請之權益，並請準時歸還，若社團逾時未歸還紀錄超過 2 次以上必將社團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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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單，停權半年不可申請借用器材。

10、社團網頁請社團隨時更新，課外組會不定期檢核，檢核結果將列入 100 年底社團評鑑

之成績。

11、社團辦理活動應於活動日二星期前提出申請，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陳報成果，成果核定

後一週內提出經費核銷，並至課外活動組上傳活動成果相片。

12、社團信箱為課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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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社團若有對外募款或請廠商贊助，應以社團名義致贈感謝狀，捐款人若需捐款收據以

扣抵所得稅，可請捐款人填具本校捐款單以指定用途〈捐贈課外活動組○○社團活動

用〉方式捐款，完成相關行政程序後，收據將以郵寄方式寄送。

14、各社團若辦理大型活動需協助外拍，可洽請攝影社協助。

15、嘉大樂旗隊在 2011 年應邀參加「2011 世界管樂年會暨第 20屆嘉義市國際節管樂踩街

與隊形變換表演〈國內僅有 3個團隊受邀〉」，為表現出輝煌之成果，將由管樂團及樂旗

隊通力合作演出，本學期持續招募隊員訓練中，為展現嘉大精神光耀嘉義，請鼓勵有志

同學踴躍參與。

16、本學期起若有社團未善盡環境維護之責，經勸導（1 次）後未改善者，每次將減少該

學期社團經費補助 500 元，並於 5 月 30 至 6 月 3 日期間，以上網票選方式（評分項目

於 4 月公佈）評選出團室清潔前 3 名，將依序增加社團經費補助第 1 名 3000 元、第 2

名 2000 元、第 3 名 1000 元。

17、本學期本校預定成立 2 個社團橄欖球社及創新發明社，請同學協助宣導，意者請洽課

外活動組。

伍、建議事項

社 團 名 稱 建 議 事 項 回覆情形

雲峰登山社

吳忠原同學

4F 飲水機運作不良。

1.水量過小 2.外殼有些許破損。
已請廠商進行修繕

蘭潭學生議會

洪正君同學
建議新聞社電子報寄到同學信箱。

課外活動組將依建議

辦理

新民議會

徐筱雲同學

1. 目前多功能交誼廳的規劃如何?

2. 如果規劃成社辦，將有多少空間可以

做為活動室內場?

3. 以前有就遷社辦一事進行過討論，因

音量、社產等問題而放棄，如今，有

規劃多少社團團室?各社團意願為何?

目前新民團室之相關

規劃已提統籌款申請

補助，俟經費核撥後，

將施工將原交誼廳三

分之ㄧ空間，區格成 3

小間團室，供社團活動

使用。

管樂社

許博翔同學

社評所需的網頁，是否可用外面的交友網

頁(EX:無名)

基於個資安全之考

量，社團網頁請依學校

網頁建置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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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樂社

許博翔同學

之前企劃畫被退回，原因為”學生會不補

助影印費”，但學生會會長曾宣布”學生

會不補助吃喝玩樂”，影印費並不在此範

圍，是否能請學生會說明?

影印點數不足可向學

生會提出申請

古箏社

陳懋凱同學

今年社團評鑑如何實施?

1. 細部的評鑑標準(各門各類的評鑑方

向)

2. 各社團分為那一門那一類

希冀可以詳細公佈。

本年度社團評鑑將依

社團類別分組評分(依

全國社評標準)，屆時

會做詳細說明

蘭學潭生會

黃淑君同學 獸醫系目前無法使用新民校區排球場

將請體育室宣導同學

本資源共享精神來使

用運動場地

農藝志工隊

左牧民同學

1. 學校欲創立「創新服務隊」及「橄欖

球社」但社團應本持學生自治，社團

主體應為學生，依個並非由學生主導

的「學生社團」，將失去其永續性及社

團最根本的意義「志同道合的學生所

組成的團隊結社」

2. 橄欖球設的創建，首先應先從學校課

程著手，如開設美式足球課，若學校

中無美式足球的球員，又無人對此運

動有興趣，那成立社團談何容易？

「橄欖球社」籌組卻屬

不易，但為激發同學勇

於表達勇於於挑戰的

精神，將會請體育室協

助籌組，也請同學多多

支持。

陸、其他報告事項：

新聞傳播社說明有關社團電子報希冀各社團配合事項如下

一、時間:預定於 4 中旬第一期發刊，請於 3 月底前（或發刊前 2-3 週）繳稿，並附上社

團簡介。(若給過無須再給)

二、 內容: (一)活動預告:給圖片 2 張以內和文字敘述(字數 30 以內)。

預告日期必須在發刊之後而非之前。

(二)活動內容:圖片 3 張，影片 5 分鐘(可有可無)，文字敘述 100 字以內。

三、社團簡介:圖片 2 張，文字敘述 100 字左右。

四、檔案格式:用 Word 檔即可，影片則用一般播放軟體即可。

五、支援：活動期間可找攝影社或新聞社協助拍攝。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