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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蘭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末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12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時 20分 

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出席者:如簽到表                                            紀錄:江妮玲                                                                                                                         

壹、 主席致詞                                               

   因學務長另有會議無法主持，請各位同學見諒，今年度開始已將各系學會正式 

納入社團，爾後期初、期末座談會皆會請各系學會一同與會。未來各系學會皆可自

主參加社團評鑑以爭取更多活動經費補助資源。另外目前課外組提供補助項目，除

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活動以生態、樂齡為主，其他活動會以主題區分補助款項(如清誠

基金會)，課外組會盡量提供更多資源幫助更多社團及系學會同學。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建議人 建議事項 回覆/執行情形 

咖啡研習社 
劉俊宏 

1. 確認辦理活動時與商家之贊助

行為是否有違反規定之虞。 

2. 於校內販賣咖啡是否合法? 

3. 社團添購新設備的補助方法? 

1. 公益勸募行為需商家自願性贊助經費或

材料費，不能主動發起勸募行為，且各社

團經費應公開收支狀況，俾使經費應用情

形透明。 

2. 校內活動如園遊會、擺攤等，則無關章程

所載商業營利行為。但販賣有名牌商標或

是常態性販售，且營業額達需繳稅者，則

違反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十七條規

定。若社團須常態性販售者，可與本校合

作社進行合作販售並開立發票，以免違

法。 

3. 原則上優先使用各自社團評鑑補助經費

添購新設備；若添購設備在 1萬元以下且

已無社團評鑑經費補助者，則視課外組年

底經費狀況酌予補助。 

森林系系學
會副會長 
陳沛儒 

系學會若想報名社團評鑑，各活動

的收支發票是否需要打上學校統

編? 

凡是申請校內經費補助者，收據抬頭務必填

寫「國立嘉義大學」或是統一編號 66019206，

才符合學校報帳系統規定。 

蘭潭管樂社 
   社長 
  陳怡如 

若有校外團體邀約合作，並且會給

予社團獎金(出團費)，是否可自行

接洽或是需透過校方聯繫? 

如有校外單位邀請社團辦理商演活動，請社

團勿私下進行聯繫，務必告知課外組知悉，

且於確定合作時需請校外單位登入服務學習

與社區需求媒合平台。另商演前必須要求該

單位額外加保出席商演學生之旅行平安險。

商演補助(贊助)經費亦請社團公開收支應用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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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系系學
會會長 
林明曄/ 

兩棲爬蟲研
究社社長 
蔡東霖 

場地借用問題，是否可以制定一個

協調時間，在截止時間前蒐集各社

團與各系借用狀況，避免後續硬搶

場地行為。 

每年 3-5 月期間，各社團及系所學會辦理活

動有借用學生活動中心場地的需求，常因同

一時段有多個單位辦理活動而產生爭議，從

本年度起會事先協調。目前已於社團系所學

會社群進行場地需求調查，請各社團系所學

會於 12 月 23 日前填寫場地需求，學生會將

於 12 月 25 日統一進行協調，確定後再彙整

送至課外組，由課外組統一預登至系統。其

餘活動仍請各社團能多進行事前協調，於活

動辦理 2個月內上網申請。 

 參、報告事項 

一、 108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團成果聯展暨觀摩交流活動」已於 12月 6日在中正大學

辦理完畢。恭喜農藝志工隊獲得「服務性社團」特優、植物研習社獲得「學術、學藝性社團」

特優、單車社獲得「體育性社團」甲等、僑生聯誼會獲得「綜合性社團」甲等。 

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服務利他促進會第五屆「服務利他獎」，今年本校共有 11隊報名成功，感

謝各系所及社團踴躍申請。今年得獎名單於 12月 10日已公告，恭喜兩棲爬蟲研究社及輔導

與諮商學系榮獲大專組具體行動服務方案第一名及第二名；其餘 9隊社團仍可申請實踐典範

獎，入選後不分名次獎金均為三萬元，有意申請者請洽課外組。 

三、 有關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之保險及活動風險管理事項，學生辦理活動時需針對性質、場地規劃

及交通安全之所需，投保「意外傷害險」、「旅行平安險」或「場地責任險」等有關之保險商

品。 

四、 學生社團辦理各項活動，如有規劃食宿或交通等活動項目，並向參加學生收取相關活動費用

者。是否該當「非旅行業者經營旅行業業務」之要件，進而違反發展觀光條例而受罰?學生

社團辦理各項活動，倘其是以學生為特定對象辦理教育、非營利性、學習活動，與旅行業辦

理觀光活動之目的、性質及操作方式等不同，即非經營旅行業業務之行為。故此學生校外活

動即便未委由旅行業辦理，亦尚無牴觸上述相關法規。 

五、 109年度教育部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請於 108年 12月 20日前將相關申請文件繳交至

課外組以便彙整。 

六、 社團辦理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時，請注意保險收據抬頭須為國立嘉義大學，且有活動補助經

費之社團請檢附 109年度收據，以利核銷。 

七、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社課紀錄本及社課時數 EXCELL檔資料，請於 108年 12月 27日前繳交

至課外組(社課時數 EXCELL檔資料請 E-MAIL至相關社團承辦人信箱)，以利結算社團指導老

師出席費。另為落實社團指導老師確實指導社課，請社師勿預先於社課本簽名。 

八、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高教深耕計畫業已執行完畢，感謝社團同學協助辦理相關活動。明年將

規劃樂齡(長輩簡易課程)或社區生態保育活動，有意願參加者請洽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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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為落實節能減碳，請各社團若有延長電力需求者，請至課外組登記報備，若不具正當性理由

者，無法核准延長登記。 

十、 各社團於夜間離開學生活動中心時，請務必隨手關閉走廊及樓梯電燈以免浪費能源。 

十一、 各社團若有報銷之物品，請勿擅自丟棄，務必告知課外組，由課外組彙整並會同資產管理

組處理後續事宜。 

十二、 為共同維護學生活動中心之整潔，寒假期間請大家務必關好門窗，並於離開社辦前將各社

團辦公室內外(含走道)打掃整潔。 

十三、 100週年校慶典禮已於 108年 10月 26日辦理完畢，感謝各社團志工鼎力協助，依據學生 

社團評鑑評分標準表：「協助課活組或學校辦理活動每場次每人加 0.5分，最高 5分。(活

動以 4小時為原則，且為義務服務志工)」。各社團支援人數及平時成績加分情形如下表： 

類 別 社  團 
平時成績 

加分 

支援人數 

10/24預演 10/25預演 10/26典禮 

學術性 
活力分享社 1.5 1 1 1 

福智青年社 3 2 2 2 

音樂性 

蘭潭國樂團 1.5 1 1 1 

筑軒古箏社 1.5 1 1 1 

流行音樂坊 1.5 1 1 1 

樂旗隊 2.5 2 1 2 

新民弦喆吉他社 3 2 2 2 

新民搖滾音樂研究社 4.5 3 3 3 

服務性 農藝志工隊 10 7 6 7 

康樂性 
勁舞社 15 10 10 10 

小小廚藝社 2.5 補助餅乾製作經費  5 

聯誼性 僑生聯誼會 4.5 3 3 3 

藝術性 
攝影社 2.5 0 0 5 

書法社 3 補助餅乾製作經費 6 

體育性 水上活動社 1.5 1 1 1 

聯誼性 點點蜂巢社 1 1 0 1 

  十四、學生社團屬性異動修正表單，尚有社團未繳交，請盡速繳至課外組。其他修正後社 

        團屬性如下表 

類別 校區 社團明細(71) 

學術性 

(15) 

蘭潭 

(12) 

咖啡研習社、天文社、國際英語演講社、生命活泉社、植物研習社、兩棲爬蟲

研究社、自然資源保育社、酉襄社、農業產銷研習社、福智青年社、機車研究

社、帕瑟提夫理財研究社 

新民 

(3) 
中智佛學社、流行英文社、新民籃球研習社、 

學藝性 

(10) 

蘭潭 

(8) 

管樂社、筑軒古箏社、手工藝社、玉石工藝社、書法社、蘭潭攝影社、古典吉

他社、動漫社 

新民 

(2) 
搖滾音樂研究社、弦喆吉他社 

https://www.facebook.com/ncyucoffeeclub?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XingHaiTianWenShe?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ncyutc?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26537427402441/?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ncyubc/?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5%85%A9%E6%A3%B2%E7%88%AC%E8%9F%B2%E7%A0%94%E7%A9%B6%E7%A4%BE-238431359687923/
https://www.facebook.com/%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5%85%A9%E6%A3%B2%E7%88%AC%E8%9F%B2%E7%A0%94%E7%A9%B6%E7%A4%BE-238431359687923/
https://www.facebook.com/nrccloveearth/
https://www.facebook.com/Pop-English%E6%B5%81%E8%A1%8C%E8%8B%B1%E8%AA%9E%E7%A4%BE-2539589856267828/
https://www.facebook.com/NCYUBLC?ref=aymt_homepage_panel
https://www.facebook.com/%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8%98%AD%E6%BD%AD%E7%AE%A1%E6%A8%82%E7%A4%BE-47496012585813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9312182481809/?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75250155865615/
https://www.facebook.com/%E8%98%AD%E6%BD%AD%E6%9B%B8%E6%B3%95%E7%A4%BE-391082741015001/
https://www.facebook.com/ncyultphotoclub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5271290194976/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5271290194976/
https://www.facebook.com/ncyuxmrm/
https://www.facebook.com/choosegui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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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性 

(11) 

蘭潭 

(7) 

慈青社、平安團契、樵夫志工隊、農藝志工隊、光慧青年社、數學知識研究社、

One Way團契國際志工隊 

新民 

(4) 
領袖社、資管志工隊、嘉義玉山扶青社、珍愛社 

康樂性 

(12) 

蘭潭 

(11) 

活力分享社、蘭潭國樂團、流行音樂坊、可可欠社、勁舞社、扯鈴社、調酒社、

小小廚藝社、魔術社、蘭潭提琴社、益智遊戲研習社 

新民 

(1) 
動漫社 

自治性 

(2) 

蘭潭 蘭潭畢聯會 

新民 新民畢聯會 

綜合性 

(4) 

蘭潭 

(4) 
點點蜂巢社、國際學生聯誼社、僑生聯誼會、桃友社 

體能 

(育)性 

(18) 

蘭潭 

(18) 

柔道社、水上活動社、單車社、女子排球社、太極拳社、劍道社、跆拳社、空

手道社、足球社、男子排球社、柔心瑜珈社、雲峰登山社、霹靂網球社、拳擊

社、野球社、八極拳社、軟式棒球社、籃球運動研習社 

十五、109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於 109 年 3 月 28、29 日(星期六、日)在東海 

      大學辦理，推薦社團為民雄漱音國樂社(音樂性、康樂性)、民雄特教志工隊(服務性)、蘭 

      潭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系學會(聯誼性、自治性)及蘭潭樂旗隊(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 

      嘉義大學 109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擷錄)，請詳附件 1。 

 

肆、宣導事項 

一、 重要宣導： 

(一) 社團辦理活動若有提供酒精性飲品者，課外活動指導組原則上不鼓勵辦理此類活動。若因

特殊理由須辦理者，請務必填寫活動切結書，並於活動過程中宣導「喝酒請勿過量」及「酒

後不開(騎)車」，以及張貼宣導標語。 

(二)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條第 4項規定「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

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

聘者」。故為維護校園安全及保障學生受教權益，爾後社團成立時社師需填寫查閱同意書及

資料隱私權宣告聲明表單，以利進行社師個資事項查證。查詢程序完成前，可先行指導社

團，但若經查證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事實，將無條件放棄社團指導老師資格及繳回相關

核發各項費用，並無異議。 

(三) 依大專校院學生會運作原則第九條規定「依公益勸募條例第五條規定」，學生會對外不得有

勸募行為。(公益勸募條例第五條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如下：一、公立學校。二、行政法人。

三、公益性社團法人。四、財團法人。各級政府機關 (構) 得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

或外界主動捐贈，不得發起勸募。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不在此限)。 

藉此各社團不能主動發起勸募行為，僅能接受經費補助。另各社團經費應公開收支狀況， 

https://www.facebook.com/ncyukibs?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peacechiayi
https://www.facebook.com/QiaoFuZhiGongDui?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ncyu.guanghui/
https://www.facebook.com/%E5%98%89%E5%A4%A7One-Way%E5%9C%98%E5%A5%91-%E5%9C%8B%E9%9A%9B%E5%BF%97%E5%B7%A5%E9%9A%8A-479336628875516/?ref=aymt_homepage_panel
https://www.facebook.com/%E5%98%89%E5%A4%A7%E8%B3%87%E7%AE%A1%E5%BF%97%E5%B7%A5%E9%9A%8A-197575457341097/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5726926441546/
https://www.facebook.com/%E6%B4%BB%E5%8A%9B%E5%88%86%E4%BA%AB%E7%A4%BE-869292149770017/?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chaiyiLTCM
https://www.facebook.com/%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8%98%AD%E6%BD%AD%E6%A0%A1%E5%8D%80%E6%B5%81%E8%A1%8C%E9%9F%B3%E6%A8%82%E5%9D%8A-614377138647069/?ref=bookmarks
https://www.facebook.com/GuoLiJiaYiDaXueLanTanJinWuSheDanceDesire/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NCYUDiaboloClub
https://www.facebook.com/MixologyClubNCYU
http://fairystory850108.wix.com/ncyuculinaryart
https://www.facebook.com/ncyumagic/
https://www.facebook.com/%E5%98%89%E5%A4%A7%E6%96%B0%E6%B0%91%E5%8B%95%E6%BC%AB%E7%A4%BE-1001680769898665/?ref=bookmarks&__mref=message_bubble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53376814705469/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yuocsa/home
https://www.facebook.com/%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6%9F%94%E9%81%93%E7%A4%BE-201162356732184/
https://www.facebook.com/%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6%B0%B4%E4%B8%8A%E6%B4%BB%E5%8B%95%E7%A4%BE-744591648912012/
https://www.facebook.com/ncyubike?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ncyutcc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30356556976895/?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ncyukarate
https://www.facebook.com/ncyukarate
https://www.facebook.com/%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8%B6%B3%E7%90%83%E9%9A%8A-345061622512127/?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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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使經費應用情形透明。 

(四) 社團活動若有售票行為及純娛樂性質者，需向嘉義市稅務局申報免徵娛樂稅，相關申報文

件請至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下載。另票劵需經嘉義市稅務局驗印完畢後方可售出。 

(五) 尊重與遵守法規及勿違背善良風俗： 

辦理活動在策畫、構想、舉辦時，應以教育目的為優先考量來規劃，留意安全，勿違背公 

共秩序及逾越善良習俗與發生脫序行為。在文宣、海報、誓詞、活動名稱或進行活動過程 

中，留意勿產生性騷擾、性霸凌之發生或聯想及性侵害事件。整個活動期間，無論幹部或 

參予活動同學都應相互留意，發現時應即時提醒、勸告、制止或舉發，以維護人格尊嚴與 

受教權益。(針對景文與龍華科大迎新活動中出現性騷擾等脫序行為，教育部並未積極究 

責，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2017年 11月 16日特別對教育部提出糾正案，自 102年到 

106年 10月止，海洋大學、中台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世新大學、中 

山醫學大學、清華大學、大同大學及亞洲大學等，辦理迎新活動均涉及學生可能遭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情形。)  

(六) 案例宣導： 

私立景文科技大學前年迎新活動發生玩過火的脫序事件，當時學長姊帶玩遊戲，竟逼新生

脫內衣褲，或要求互舔身體等，甚至以言語嘲弄拒玩的新生，畫面傳開後，在網路上引起

撻伐。新北地檢署經調查後，認定 7名學長姊確涉強制罪，昨予以起訴，最重可判刑 3年

(20180705)。 

(七) 尊重及遵守智慧財產權： 

提醒勿非法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勿以社群網站非法散布他人著作(含他 

人圖片)，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乙案。 

(八) 菸害防制宣導: 

為落實菸害防制理念，提醒社團辦理活動時，不得接受菸商任何形式之贊助及接受投資等

利益往來。 
 

二、 提醒: 

(一) 如有校外單位邀請社團共同辦理活動，請社團勿私下進行聯繫，務必告知課外組知悉，且 

於確定合作時需請校外單位登入服務學習與社區需求媒合平台。 

(二) 教育部重申若欲辦理課外活動時需注意消費雙方之保障權益，以促進消費安全及提升消費 

品質，可上網參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教育宣導」項下消費者自我保護教材及「政策與 

法令」項下各式定型化契約(如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 

(三) 請各社團辦理大型活動儘量使用戶外活動廣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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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至自動斷電時間，請記得關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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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團信箱、課外活動指導組網站為課外活動指導組聯繫社團重要事項之溝通管道，請各社

團負責人務必定期指派專人管理信箱及注意網站訊息。 

(六) 在本組管轄之學生活動中心公共空間範圍內，依規定申請活動所為之適當布置外，禁止 

        公告欄及刊板以外張貼海報、傳單或其他具宣傳與通知性質之文件，違者停止場地借用權。 

(七) 學生申請公假及因公出差假：須於請假日前(最晚為請假當日)完成列印假單並送出簽核，

逾期申請一律不予准假。另申請事由如為辦理活動或參與會議，請將活動或會議名稱詳實

填寫(轉達生活輔導組通知)。 

(八) 社團的大門上方玻璃請不要用紙張張貼。 
 

三、 社團修繕登記：請至課外組網頁填報：行政單位→學務處→課外組→相關服務→修繕通報。 
 

四、 場地及器材借用規定： 

(一) 因場地有限，各班級或社團借用可能發生借用時間重疊情形，鼓勵系所、班級及社團能先

在適當管道或媒介先進行協調，避免搶借情況發生。 

(二) 請社團若欲借用場地或器材者，請逕至場地、器材借用系統申請並完成借用手續。另學生 

 餐廳 1樓、2樓場地借用亦納入系統中，請同學多加利用，若學生餐廳借用系統有疑慮者 

請洽課外活動指導組，場地使用有問題者請洽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三) 每個社團同一時間活動僅可連續借用 7 天及 4 個場地(含新民校區多功能交誼廳借用)。 

凡未依下列作法時將遭停權處理： 

1. 使用日當天，需至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登記』並押證件(否則將視同借而未用)，有需鑰匙 

及配件時另同時領取之(使用日為假日始得提前領取)。 

2. 借用結束需於規定歸還時限內，主動要求課外組人員檢查，有借鑰匙及配件另歸還之，通 

過檢查方算完成歸還並領回證件。 

3.申請成功後『活動因故取消』時請務必於活動日前一天需作線上取消動作。 
 

五、 社團活動規定： 

(一) 社課紀錄簿：本校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 26條規定:每週例行性活動，應填寫『社團社課

活動紀錄表』，出席社員簽到，以及請指導老師親自確實簽名，此為指導老師出席費請領

之依據。並於課後『一週內』送課外組核章，原則上課外組會於 2日內核章完畢並簽寫

核章日期後置放社團信箱，若社課日期距離核章日期『2週以上者』，將由課外活動指導

組決定此次社課是否列入指導老師出席費計算。 

(二) 旅行平安險： 

1. 社團及系所活動及服務學習需在校外活動或受校外單位邀請時，務必加保旅行平安險

(若受校外單位邀請需要求該單位投保)，繳交『活動申請表』在所附之企畫書裡，於

經費編列此項需有『編列』保險經費，並註明投保(或預計投保)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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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險費若是由學校補助，收據抬頭務必填寫「國立嘉義大學」。 

3. 繳交活動成果時『應檢附』保險收據及保險名冊，未符合規定者，除取消該活動補助

外，列為重大違規事項減扣社評平時成績 5分。 

(三) 辦理活動： 

1. 表格下載：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表單下載→社團活動資料表格→下載申請表、成果

報告表。 

2. 辦理前：應於『活動前二週』提出申請(填寫申請表及企畫書)。若有其他因素無法提

出申請者，請務必於活動前告知社團承辦人知悉，若未告知者，則無法申請活動補助

及平時加分。 

3. 結束後：『活動結束後二週內』呈報成果 (成果報告表、簽到表及照片) ，一個月內完

成核銷，逾期不予核銷。 (至少 6張成果照片電子檔至本組上傳)。 

4. 申請表核章後請至課外活動指導組領回。另課外組為讓社團了解活動經費額度補助狀

況，在活動申請表上皆會備註目前該社團已補助經費及經費補助額度上限。 

5. 為欲社團評鑑獲取最高榮譽，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有提供活動成果社團反思暨滿意度

及學習能力調查問卷 EXCELL表格(已設定公式及圓餅圖)，以利同學分析使用後加入成

果報告中。 

6. 依據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學生社團活動不得涉及政黨政治活動、商業

營利性行為及違反相關法律與規定。 
 

 

伍、建議事項： 
建議人 建議事項 回覆/執行情形 

樵夫志工隊 
幹部 
周智宇 

寒假社團營隊申請學校宿舍住宿費

用是否可以有優惠方案? 

社團集體申請校內住宿時，課外組可以協助

專簽辦理，並知會生活輔導組專案辦理。 

霹靂網球社 
社長 
李承憲 

網球場周圍樹木是否可以修剪以及

靠近籃球場的大燈已損壞，請校方

協助處理? 

有關球場修繕問題將會向體育室及總務處提

出申請。 

調酒社 
社長 
湯于萱 

校慶園遊會調酒社攤位安排過於偏

僻且公布攤位時間太晚，以致無法

反映。 

校慶園遊會相關問題學務處日前已召開校慶

檢討會討論，已有針對園遊會公布時間及擺

攤位置提出檢討，明年將會針對今年相關事

項提出改進措施。 

咖啡研究社 
社長 
劉俊宏 

學生會並無明確規範活動申請補助

原則，希望有原則可以參照。 

建議學生會擬定明確規範(如相關活動補助

核准原則及補助項目)，以利社團遵循。 

 
散會: 下午 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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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9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擷錄) 

一、 依據本校 109 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結果，經評鑑成績檢討會議決議，由特優社團中推薦社團代表

參與「109 年全國社團評鑑」。109 年度推薦社團代表如下： 

(一) 民雄漱音國樂社(音樂性、康樂性)。 

(二) 民雄特教志工隊(服務性)。 

(三) 蘭潭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系學會(聯誼性、自治性)。 

(四) 蘭潭樂旗隊(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 

二、 校內補助： 

(一) 凡因準備全國社團評鑑而產生相關費用，得事先向課外活動指導組或民雄學務組提出申

請。(每社團補助上限為 10,000 元整) 

(二) 活動當日，參與全國社團評鑑而產生之食宿及交通費，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及民雄學務組相

關經費支應。 

三、 評選日期及地點：109 年 3 月 28、29 日(星期六、日)，東海大學。 

四、 資料準備： 

(一) 社團評選 

1. 「共通性」評分項目請使用 PDF 或圖檔格式，依規定上傳雲端空間(網址另行通知)，

檔案總計每一社團以 350MB 為限。檔案存放方式請依評分細項設置資料夾並標註該項

編號。 

2. 「社團活動績效」之評選資料(書面資料)，於現場以「檔案本」展示，不得超過10 本(檔

案夾背寬以80mm 為限)，其餘資料得以資訊設備呈現。 

3. 大專校院社團評選以組織運作、資源管理、規劃執行及特色績效等4 個細項予以評分。

相關評分項目請參閱附件。 

4. 「大專校院社團評選」之評選資料，自110 年起採全面雲端化方式辦理。 

(二) 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評選 

1. 初選影片為5分鐘內之AVI 檔或簡報應為15 頁內之PPT 檔。 

2. 決選展演以8分鐘為限，可用簡報、自製影片播放或動態展演（非危險性）等方式，介

紹社團年度最有特色之活動。 

3. 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評選以特色活動主題規劃與掌握度、架構完整性及整體流暢度

及時間掌握與展演完整性等3 個細項予以評分。 

五、 獎勵： 

(一) 特優獎：得獎社團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2萬5,000元整，社團指導老師獎牌乙座。 

(二) 優等獎：得獎社團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1萬5,000元整，社團指導老師獎牌乙座。 

(三) 甲等獎：得獎社團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8,000 元整。 

(四) 佳作：得獎社團獎狀乙紙。 

(五) 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獎：得獎社團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1 萬元整。 

 

附件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