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民雄校區學生社團負責人期初座談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12 時 1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
主席:吳組長光名

記錄:陳雅琳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因 12 月 5 日至 12 月 31 日會計年度關帳，請各社團留意於時間內完成核銷。
二、 校外競賽彰雲嘉社團大學院學生社團成果聯展聯展預定於 11 月 29 日(星期五)
辦理，因洽逢期中考周，故請各社團如有意願參與該競賽者，於 10 月 10 日前
至民雄學務組報名。
三、今年的社團博覽會舉辦的日期及地點為 9 月 23 日晚間於大學館內，並額外提
供各社團自 9 月 24 日起連續三日擺攤時間，時間及地點為中午 12 時 10 分至
13 時 10 分於學生餐廳前紅磚道兩旁，相信社團能藉此多招募新血。
四、近日新聞上發生幾起情殺案讓人頗為震驚，希望各位同學在處理情感問題當
平和並謹慎處理。
五、今年運動會將於民雄校區舉辦，在此呼籲各系在練習啦啦隊時務必留意安全。
六、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民雄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於 10 月 8 日 13 時 20 分在大
學館演講廳內召開，敬請各學生社團負責人務必準時與會。
貳、頒獎
一、致贈天下雜誌予民雄校區各學生社團。
二、頒發指導老師聘書予各學生社團。
參、民雄學生事務組工作報告
一、社團教室管理項目：
(一)社課教室包含初教館教室 B101、B102、B105、B106、社團聯誼中心。借用初
教館 B101、B102 教室請至學務組填寫借用登記表；借用初教館 B105、B106
教室請至教務組填寫借用登記表，並於當日下午 4 點 30 分前先至學務組(教務
組)登記領取鑰匙。使用完畢後，請確實清除垃圾、黑板、粉筆槽，並門窗上鎖、
電源關閉及勿遺留私人物品，隔日 10 點前歸還鑰匙，若未遵守規定之社團，
則記點扣平時評鑑分數 1 分。
(二)請各社團配合勿於社團辦公室、社課教室內烹煮食物。
(三)請社長確實保管好鑰匙，嚴禁擅自複製予各社員，避免社團財產的遺失。
(四)同學配合節約能源措施，社團聯誼中心開放時間為上午 8 點至晚上 9 點 45
分，9 時 45 分自動斷電，請斷電前結束活動並確實關閉電燈、電源，若翌日
巡視無確實關閉者，記點扣平時評鑑分數 1 分。
(五)依本校空調設備使用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室內溫度超過攝氏 28 度時，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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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請開啟冷氣空調前，觀看溫度計內溫度，並注意先轉送風，約 10-15 分
後，再轉為冷氣。若室內人數未達 10 人，請以開啟 1 台為原則，以達節能減
碳。
二、社團社課紀錄及活動申請項目：
(一)依本校修正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規定，每個社團每學期至少應辦理 1 次服務
學習，本學期活動行事曆及預算表請各社團於 10 月 9 日(星期四)前討論完畢並
繳交之影本至學務組，正本自行留存以利評鑑用。因本年度之校內社團評鑑約
訂於 12 初，請同學規劃本學期的活動能儘早於 11 月 15 日前完成，俾利製作成
果冊。
(二)社團活動申請:請於辦理活動前二星期送出申請，社團指導老師簽核後，請先送
學生會核章即可，學生會將自行送至學務組，請社團送出申請後隨時派員至學
務組留意，相關表單可至民雄學務組表單下載，填寫方式參看葵花寶典。另，
如有需要協助發文者，請於 10 日前告知學務組。
(三)學生社團辦理活動補助標準若屬迎新茶會、社遊等活動，本組為不予補助。
(四)社團如參加校外活動請繳交家長同意書，並至保健中心洽王小姐保險事宜。
(五)依本校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社團社員人數 60(含)以下，指導老師輔導費每
學期以十週為最上限(8000 元整)，每週以兩小時計，每小時鐘點費為肆佰元
整，依實際到課簽到數計，由指導老師親簽不得代簽或補簽，統一於學期結束
後結算核發，社團紀錄簿請於每學期第 17 週繳回民雄學務組，以利核算指導
費用。指導老師若為校外人士者，需扣除二代健保個人負擔的部分，請社長務
必轉知指導老師。
(六)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於學期活動期間，連續一個月以上未到校指導，社團可提出
更換申請。請務必將原聘書送回學務組，並填寫社團更換指導老師切結書(頁
30)及社團指導老師簡歷表(頁 31)重新審核。
(七)大一服務學習分為校外服務 10 小時及校內服務 26 小時，大一同學可參與班級
及社團活動，班級由輔導長登錄；社團由社長登錄。但欲參與社團者，請提醒
大一生事先徵詢導師的意見(同意否)，以免導師不予以認證，如導師准予登錄
者，請大一同學社課務必攜帶服務學系登錄表(頁 28)以利登錄。
(八)如有申請 103 年度大專院校社團帶動中小學計畫之社團，因 12 月 5 日至 12 月
31 日會計年度關帳，請留意須於 11 底前完成服務及核銷事宜。
(九)104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營隊申請時間為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2 日止，相關
訊息已公告至民雄學務組的官網及臉書，敬請欲報名參加社團於時間內將相關
報名文件送至民雄學務組。
三、社團活動管理項目：
(一)各學生社團如欲校園紅磚道兩旁的玻璃櫥窗、OK 便利商店旁公佈欄張貼，請 務
必至學務組核章，張數至多 6 張為限，時效為活動前 7 天至活動結束後 3 天，
請到期自行回收，勿隨意張貼如道貫橋、電線桿、樹木等違法地點，違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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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平時評鑑及補助的考量。如至各學院及各單位場所張貼，需向各單位申請。
(二)學生請假規則相關事宜請參見頁 26-27，辦理社團成果發表會、平時活動等，
請各社團提醒社員利用課餘時間彩排，切勿申請公假，以免影響上課權益。
(三)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已修正，並新增校外活動競
賽獎勵要點及申請表，敬請至學生事務處-學務法規內觀看。
(四)請各社團負責人務必每週前往查看社團聯誼中心的社團信箱有無信件及訊息
通知，並請加入學務組的 facebook 帳號: 請搜尋學務組(民雄)，每日上網查
看，避免延誤重要訊息傳達。
(五)全校社團評鑑每學年辦理一次，103 年度訂於約 12 初舉行，評鑑項目請參酌
葵花寶典中評分標準表。部分的社團迄今未舉辦社團活動者，請評鑑前善加
規劃活動。
(六)社團評鑑成績將為下學年度經費補助依據，無故不參加評鑑者，一律停社處
分，收回公有財產及辦公室使用權。
(七)學生事務組網頁內學生社團專區請各社團確實維護更新，新社團請成立臉書
粉絲專頁並提供網址給學務組，網頁維護評分標準須具備以下內容:組織與人
員、活動資訊(行事曆、活動企劃)、活動花絮、最新消息、留言板，俾利社
團評鑑時評比。
四、社團活動財務項目:
(一)社團向社員收費，必須製據，經費收支情形應每月定期公告及徵信並黏貼單據
影本。
(二)社團之財產包括學校及社團自行購置，請定期盤點填寫社團財產確認單(頁
29)，並拍照列冊管理，民雄學務組於評鑑前將不定時抽查。
五、社團活動成果核銷項目：
活動結束後 1 週內，請務必檢附「社團活動成果報告表」
、
「社員簽到表」
、
「社
團活動紀錄照片」
、
「黏貼憑證用紙」
、
「活動支出明細表」
、
「領據」以及原先審
核過之「社團活動申請表」及「企劃書」影本等 8 項紙本資料，先送學生會核
章辦理核銷並完成登錄社團信箱(若同時申請學生會及學務組經費補助者，須
分別準備成果資料辦理核銷)。
(一)合格發票、收據：
1.請索取一般電子式發票（如７－11、OK 超商）
、收銀機統一發票、二聯式統一
發票(手開)或合格之收據，請勿索取三聯式統一發票。(發票或收據日期限活
動前後一週內，且與活動日期為同一年度)
2.電子式發票，應先告知店家，輸入本校統一編號 66019206，或於電子式發票
上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有店家的統編、負責人姓名、店家電話、店家地
址)。
（一）需有商品名稱（如沒有，請註明並請購買人簽名或蓋章）
。
（二）不
能只寫大範圍（例如：文具），要具體說明，如：剪刀、膠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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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銀機發票，應先告知店家，輸入本校統一編號 66019206，或於收銀機發票上
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有店家的統編、負責人姓名、店家電話、店家地址)。
（一）需有商品名稱（如沒有，請註明並請購買人簽名或蓋章）。
（二）不能只
寫大範圍（例如：文具）
，要具體說明，如：剪刀、膠水等。
4.「統一發票二聯式」(手開)，需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有店家的統編、負責
人姓名、店家電話、店家地址)。
5.「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需加蓋有店家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店家電話、店家
地址之章戳，若收據上章戳缺少負責人姓名，需請店家補上負責人私章，若沒
有統一編號，請店家補上負責人私章並填上負責人姓名、身份證字號及戶籍地
址。
6.統一發票或收據均需註明買受人「國立嘉義大學」
、日期、品名、單位、數量、
單價及總價。
7.統一發票或收據之內容不得更改，如有塗改，需請店家於塗改處加蓋負責人私
章以示負責。
8.發票或收據金額在 10,000 元以上者，要有估價單，且款項由學校直接匯入該公
司，不必代墊現金付款。
(二)黏貼憑證用紙、活動支出明細表填寫注意事項：
1.黏貼憑證用紙「經手人」、
「驗收人」不可為同一人，內容若有塗改請蓋章，單
據左上方請依收支明細表順序填寫數字○
1○
2○
3 ...，並依序由上向下排列，不用
先黏貼，用夾子固定於黏貼憑證用紙，以方便審核作業。
2.活動支出明細表中一張收據填寫一欄，若同一張收據有多項物品(超過 6 項
者)，則可變通於財務名稱填寫〝收據〞
，單位填寫〝張〞
，數量填寫〝1〞
，單價、
總價則填寫該張收據總金額。
3.活動支出明細表「總計欄」金額為收據全部總價加總。若總計金額低於核定補
助金額時，
「實付金額欄」填寫總計金額。若總計金額高於核定補助金額時，
「實
付金額欄」填寫核定補助金額。
(三)領據填寫注意事項：
1.金額同活動支出明細表實付金額。
2.金額請填寫國字大寫（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萬、仟、佰、
拾、元）。
3.因年底會計年度結算，故當年度申請學校、學務組經費補助者最遲應趕在 12
月 5 日前將「社團活動成果報告表」
、
「社員簽到表」
、
「社團活動紀錄照片」
、
「黏
貼憑證用紙」
、
「活動支出明細表」
、
「領據」以及原先審核過之「社團活動申請
表」及「企劃書」影本等 8 項送到學務組核銷完畢，逾期將無法獲得補助。
4.勿於 12 月 5 日至 12 月 31 日辦理需學校補助經費之活動，以免送件無法核銷
經費亦無法獲得補助。
5.較大筆經費支付或保管，務請謹慎。盡量利用電匯、轉帳作業，身邊盡量不留
大筆經費，以免遭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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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上規定係依據本校會計室法規訂定，若與會計室見解不同，仍以會計室為
準。
肆、學生會工作報告
一、此次社團博覽會於演講廳內表演安排上若有些缺失之處，請各社團填寫在回饋
單上，我們將彙整提供予下一屆承辦同學，相信來年的社團博覽會將辦得更有
聲有色。
二、活動申請表及成果報告表繳交時間及地點為每周一至周四 12:10-13:10 於學生會
會辦內予值勤同仁。另，近期將設置門口處設置信箱供同學於非值勤日將資料
投遞。
三、請各社團記得加入「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社聯會」以利通知及聯繫，並可將
提供相關活動訊息，以協助各社團推廣活動。
四、民雄校區校慶園遊會擺攤報名截止日為 10 月 17 日，敬請欲報名的社團保握時
間至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社聯會及系聯會內填寫報名表。
學生議會工作報告:無
畢聯會工作報告:無
伍、討論與建議
慈光社社長:校慶園遊會擺攤申請表填寫是否社聯會及系聯會兩處均需填寫。
學生會答覆:僅一處填寫即可。
陸、主席結語
一、有關今日會議所報告的各項申請及成果填寫，請各社團參看葵花寶典並轉知社
員。
二、希望各社團有任何問題隨時洽詢民雄學務組及學生會，我們將樂意為同學排解
問題。
三、請校外活動騎乘機車及啦啦隊練習上務必注意安全。
柒、散會: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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