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民雄校區學生社團負責人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9 月 20 日(週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
主席：吳光名組長

記錄:林育如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關於社團活動成果核銷的相關表格請到學務組的網頁下載，操作過程中有任
何問題都可以來學務組詢問，學務組會為同學解答。
二、本學期藝文活動 9 月 30 日將舉辦蔣勳美學講座，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聽。
三、105 學年度社團評鑑將於 12 月 9 日舉辦，請新舊任社長共同整理評鑑相關資
料，學校邀請的評審都是很有經驗的專家，請大家在整理資料時要用心，以
獲得好成績。
四、請檢視社團的組織章程，條文過舊或有需要修改，請修改並做成紀錄後送交
學務組存查。
五、關於 12 月 3 日關帳問題，不是學務組不補助經費給同學，而是為了配合學
校會計年度關帳作業，所以請同學盡量在此日期前辦理活動。
六、社團平時辦理活動接近山邊或水邊時請注意安全並留意天候，系學會或迎新
活動請不要扮鬼嚇人以免發生意外。
七、中秋節連假期間音樂系有樂器遺失，損失價值逾百萬，請音樂性社團同學進
出需要小心注意門戶，留意有無可疑人士尾隨，預防竊賊與犯罪的發生，還
有個人的安全問題，離開教室時請務必將門窗關閉並上鎖。
八、社團博覽會和社團之夜即將舉行，表演活動請積極準備，藉此多招募新生。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提案人
瑜珈社
社長劉
庭婕

建議事項
這學期最後一次社課
的時候遇到一個問
題，我們上課的時間
有其它活動在上課的
地方進行，而且也沒
有被告知這件事情，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如果有碰到這種事情可以 本案已與體育室協調，學校類
跟學務組聯繫，畢竟你們合 似重大活動會提前一週通知
法借到這個場地，當然是你 使用單位。
們優先使用，本案將轉知體
育室，俟後有類此情形，務
必提前告知學生，以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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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建議事項
我們到的時候裡面的
老師請我們去跟體育
室協調，我們有按照
程序先登記，確定教
室是歸我們使用，而
且老師都來了，體育
室打去蘭潭詢問，那
個活動是蘭潭準備
的，我覺得我們學生
的權益是有受損的，
被迫晚上課又要提早
結束，我們不太清楚
這種情況要怎麼處
理。

國標社
社長楊
子萱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學生上課權益。

1. 國標社也遇到類似 1. 如果有碰到這種事情可 1. 本案已與體育室協調，學校
問題，上課上到一
以跟學務組聯繫，畢竟你
類似重大活動會提前一週
半有體育系老師說
們合法借到這個場地，當
通知使用單位。
晚上要上課，但我
然是你們優先使用，本案
們在借用教室時體
將轉知體育室，俟後有類
育室並沒有告知這
此情形，務必提前告知學
件事情，雖然對社
生，以免影響學生上課權
團老師很不好意思
益。
但還是先把教室讓
給體育室，教室問
題能不能跟體育室
那邊反應？
2. 社團博覽會的時間 2. 社團博 覽會 及社 團之 夜 2. 今年社團博覽會舉行的時
定在開學第二個禮
詳細資訊會公告在社聯版
間及地點為 9 月 27 日晚間
拜三晚上，想請問
及學務處的網頁上，同學
18:00 至 21:30 在大學館舉
有新生之夜嗎？
可以上網查詢相關資訊。
行。社團之夜於 9 月 28 日
晚間 18:00 至 21:30 在大學
館演藝廳舉行。

合 唱 社 社長的證明書會蓋學 這張證明是學務處發的， 本 證 明 單 由 學 生 事 務 處 出
社 長 林 校的大印嗎？
所以只會蓋學務長的簽名 示，故以學務長用印。
士翔
條戳章。
學 生 會 新生始業式還有沒有 今年沒有規劃新生之夜， 今年新生始業式無安排新生
王昱翔
新生之夜？
不過在第一天下午有安排 之夜，鼓勵踴躍參加社團博覽
社團活動，大約 2-3 小時， 會及社團之夜。

2

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至於要安排哪些社團要看
蘭潭學生會討論結果，如
果有公開徵求社團表演的
話，學生會會公告在社聯
板上，有興趣的社團可以
在散會後先過來找學生
會。

參、民雄學生事務組工作報告
一、社團活動管理項目
(一)105 學年度社團評鑑預計於 105 年 12 月 9 日舉辦，請同學盡早規劃本學期
的活動，並於 11 月 11 日前完成，俾利製作成果冊。105 年社團評鑑的評分
標準，請卓參「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其中社團活動績效評分細項之服
務學習項目，請各社團多加耕耘此領域，特別是體育性社團、藝術性社團，
請多加強服務學習的活動，將社團專長分享給鄰近的中小學孩童、社福機
構、文隆社區等，以利後續社團評鑑的成果展現。
(二)大一「服務學習」為必修，修課學生每學期需完成至少 36 小時服務，其服
務項目可分為基礎服務、群眾服務、深入服務，其中群眾服務的實施方式為
透過參加班級、社團、系學會，從事社區服務、偏遠中小學服務等活動，並
由各團體負責人(如:服務學習輔導長、社長、會長等)及指導老師認證時數。
請對大一新生廣為宣傳參與社團活動可認證大一「服務學習」群眾服務項目
之時數，藉此誘因招募新生。
(三)請各位社團幹部平時做好社團財產保管清點和經費管理，學務組有製作經費
管理月報表、社團財產確認單、經費預算表之空白表格，月報表請黏貼收據
影本，請於成果報告表送出前記得影印以利年度評鑑用。
(四)學生事務組網頁內學生社團專區請各社團確實維護更新，以利年度社團評鑑
時進行評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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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團辦活動時，如有需借場地或器材，請務必確實辦理洽借手續，注意活
動場地的事前申請，及事後的清潔與復原，設備器材於期限內歸還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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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團活動申請表請於辦理活動前二周送出申請、核章，尤其需由學校協助發
文之活動，務必請於活動前十天提出申請，並請先知會受文單位且確認無誤
後再由學校發文；申請表中有敬會其他單位者，亦請先加會過該單位核章後
再送出申請表，活動後一周內將成果報告完成核銷，逾期一個月經費不補助。
(七)請各社團送出社團活動申請表及活動成果報告表後，請於一周後派員至學務
組內領取歸檔。
(八)學生社團辦理活動，若屬迎新茶會、社遊等類型，本組將不予補助。另外，
在辦理校外活動時，請記得繳交社團活動申請表、家長同意書、投保保險，
並在活動申請表附上參與名單，並敬會軍訓組核章。活動期間請與指導老
師、學校(學務組、軍訓組)保持聯繫並注意安全。
(九)請各社團社長至「校務行政系統」進行各社團幹部名單之更新與維護，做為
日後至民雄學務組申請證明之憑據。
二、社團社課記錄及活動申請項目
(一)社課紀錄簿請於上完社課或活動之隔日投擲回學務組，請勿累積幾次才送
回，請各位社長務必注意。
(二)依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委任要點，出席費以社團指導老師出席社團會議、
課程及重大活動次數計算，每次出席費新台幣 800 元整，每人每學期核發上
限為新台幣 8,000 元整。
(三)社團社課紀錄簿指導老師務必親簽，不得由學生代簽、補簽或蓋章代替，
統一於學期結束後結算核發，並請於每學期第 17 週繳回民雄學務組，以利
核算指導費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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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社團指導老師簡歷表，將上述文件重新送學務組審核。
(五)關於申請公假請確實依據學生請假規則辦理，若是社團自辦活動，如:辦理
社團成果發表會、平時活動等，請各社團成員利用課餘時間彩排，切勿申請
公假，以免影響上課權益。
(六)請各位社團同學注意，申請公假務必於活動日前繳交請假單，切勿等到事
後。公假單由社長彙整後並於假單右下角空白處簽名，並檢附證明文件於公
假日前送至學務組核章，切勿將未經簽名及核章之公假單放置於請假單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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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三、社團教室管理項目
(一)各學生社團在校園紅磚道兩旁的玻璃櫥窗、OK 便利商店旁公佈欄張貼活動
海報時，請務必先至學務組核章，張數最多以 6 張為限，時效為活動前 7
天至活動結束後 3 天，到期請自行回收，勿隨意張貼於道貫橋、電線桿、樹
木等違法地點，違規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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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廰前及各教學大樓走廊、校園地上禁止張貼
海報，如確有必要，請於活動後立即撤走。
(二)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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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系統將自動斷電，請斷電前結束社團聯誼中心內的活動並
確實關閉電燈、冷氣等電源，若翌日巡視無確實關閉者，將記點扣平時評鑑
分數 1 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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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得開啟。開啟冷氣空調前請先觀看溫度計內溫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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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冷氣時間 17 點 10 分至 21 時 40 分，其餘時段冷氣空調管
控無法啟動。
(四)請各社團負責人務必每週前往查看社辦信箱有無信件及訊息通知，並且留
意學務組 FB 公布的相關訊息，避免延誤重要訊息傳達，影響社務工作。
(五)各社團借用教室 B101、B102 時，為避免影響其他社團使用教室的權益，請
大家借用鑰匙或器材務必於隔日的早上 10 點前歸還，並請確實清除垃圾、
黑板、粉筆槽，並門窗上鎖、電源關閉及勿遺留私人物品，若未遵守上述規
定之社團，則記點扣平時評鑑分數 1 分。
四、社團活動成果核銷項目
(一)因 12 月 3 日至 12 月 31 日會計年度關帳，請各社團勿在此期間辦理需學校
補助經費之活動，以免送件無法核銷，亦無法獲得經費補助。此外如有申請
105 年度大專院校社團帶動中小學計畫之社團，也請於 11 月底前完成服務
及核銷事宜。
(二)社團辦理活動應於活動前二星期提出申請，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陳報成果(包
含社團活動申請表影本、企劃書、成果報告表、簽到表、活動照片、領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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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貼憑證、發票收據、支出明細表等紙本資料)，寒暑假營隊則依補助單位
規定活動後一個月內完成核銷。
(三)開立收據或發票時應先告知店家，輸入本校統一編號 66019206，或加蓋「統
一發票專用章」:需刻有店家的統編、負責人姓名、店家電話、店家地址。
若收據或發票上「統一發票專用章」缺少負責人姓名，需請店家補上負責人
私章。
(四)若店家表示沒有統一編號，即表示該店無營業登記逃漏稅，最好不要向其
購買，除非活動舉辦地點位處偏僻區域。遇此情形則請店家補上負責人私章
並填上負責人姓名、身份證字號、電話及戶籍地址並在收據背面貼上總金額
千分之四的印花稅票，印花稅票請向郵局購買。
(五)關於交通費核銷，若是搭乘火車或公車，請拿火車票根或公車票根正本核
銷，搭乘計程車的費用則不得報支。駕駛自用汽(機)車者，不得另行報支油
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租用遊覽車者，租車費款項則一律事後由學校
匯入廠商帳戶內，如金額在 1 萬元以上，則應附估價單。報帳操作手冊已掛
於學務組 FB，歡迎隨時點閱參考，俾利核銷。
肆、學生會工作報告
9 月 22 日(星期四)中午12 時 10 分將在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召開社聯大會，
會中將說明社團博覽會、社團之夜及未來一年補助的相關資訊，請各社團負責
人務必出席，無法出席請另派幹部參加。
伍、學生議會工作報告(無)
陸、畢聯會工作報告(無)
柒、討論與建議
一、社團使用的財產都是公有財產，所有權歸學校，請同學一定要妥善保管，若
有遺失需照價賠償，尤其音樂性社團的樂器務必要妥善保管，教室門窗請確
實上鎖。
二、11 月 7 日前須繳交社團年度成果影片，影片長度約 3 分鐘，請燒成光碟交至
學務組，這將會列入社團評鑑項目。請使用今年 1 月到 11 月的社團活動照
片或影片做成精美的三分鐘影片，同學可上學校學務處官網參考範例影
片。
三、10 月 19 日將在大學館舉辦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希望民雄校區社團能共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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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舉，不限服務性社團，請大家踴躍參加，這對社團評鑑有加分。
四、11 月 4 日、5 日校慶園遊會將在民雄校區舉辦，社團有意願設攤位請於 10
月 3 日至 10 月 14 日至學務組登記。
捌、主席結語
關於製作成果影片，同學不用害怕，如果需要「繪聲繪影」軟體可以提供給
同學，另外跟大家分享一個可以製作教學影片的軟體「Office mix」非常好用，
同學可以用來製作影片，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學務組詢問，請好好準備，大家加
油!
玖、散會(1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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