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蘭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末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
地點：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1 樓小舞台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建議人
植物醫學系
系學會
副會長
賴冠維

建議事項
1. 植物醫學系什麼時候能有獨立系館?

回覆/執行情形
1. 涉及校內系所場館配置，改提自治
幹部會議回覆。

2. 學 生 會 值 班 時 間 為 週 一 、 四 、 五 2. 由於學生會人力不足，無法再派人
12:00-13:00，建議學生會能否有晚
員執勤，目前除公告時間有派駐人
上值班?
員外，如有緊急需求，可洽詢課外
活動組協助轉告學生會。

數學知識
研究社
陳穎哲

應該有條件的評估新成立社團有沒有取 依本校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 14 條，可
於成立社團 1 年後依據相關規定申請。
得社辦的需求。

領袖社
社長
徐曉萱

因應疫情需開窗戶通風，但社團辦公室
將請廠商估價，並規劃爭取相關經費，
窗戶並無紗窗，是否可加裝紗窗，以免
統一安裝紗窗。
開窗導致許多蚊蟲飛入?

咖啡研習社
社長
劉俊宏

1. 為防疫 COVID-19 肺炎，與總務處洽 1. 涉及總務處列管之校內場地，改提
談過程同仁看重責任歸屬，出問題時
自治幹部會議回覆。
誰能負責，而非站在社團角度共同解 2. 經評估無法於男生廁所安裝洗拖把
決問題，讓人覺得灰心。
水槽供洗滌咖啡器具。建議以社團
2. 建議於男生廁所加裝清洗水槽，以利
補助經費申請水槽安置於社團辦公
清洗咖啡器具。
室處。

新民
籃球研習社
謝采庭

新民籃研的活動經費大多花在人事費用 相關球類賽事若聘請校外裁判、紀錄人
(裁判、紀錄)，但因沒有收據，大多無 事費用方面，社團可在社團活動補助經
費額度內，填寫領據申請相關補助。
法申請，請問日後有辦法申請嗎?

蘭潭國樂團
社長
張馨瑜

因應 COVID-19 疫情影響，可否將社團評
鑑內容改成以電子檔評分?
如社團能以電子化方式呈現評鑑資
料，今年校內社團評鑑擬規劃以紙本及
電子檔方式併行。
因應 COVID-19 疫情影響，可否將社團評
鑑內容改成以電子檔評分?

蘭潭管樂團
社長
陳怡如
書法社
社長
林雯祺

由於許多社團的文書資料，都要去學生
會會辦印製，然而會辦中的電腦設備老 學生會預估今年將會更新電腦設備，以
舊，常造成問題，所以藉此機會向校方 提升服務品質。
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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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鈴社
社長
李筠婷

益智遊戲社
吳明昱

樂旗隊
社長
涂大為

1. 由於學生會人力不足，無法再派人
員執勤，目前除公告時間有派駐人
員外，如有緊急需求，可洽詢課外
2. 希望學生會的電腦軟硬體更新，避免
活動組協助轉告學生會。
影響後面要使用電腦的社團夥伴時
2. 學生會預估今年將會 更新電 腦 設
間。
備，以提升服務品質。
1. 希望學生會增加開放時間，不只中午
時段。

已請社團學生至課外組汰舊換新桌椅。

社團桌椅老舊及數量不足。

1. 活動中心郵局旁女廁，於夜間閒置期
1.
燈一直閃爍，眼睛不舒服。
2.
2. 合作社走廊只有前後處有感應燈，能
否在中間處加一盞燈。
3.
3. 校內社評希望能應武漢肺炎採用線
上電子化的形式減少不必要的人群
集中感染。

已請廠商處理完畢。
經合作社評估後，將於前後處再加
強感應燈數量。
如社團能以電子化方式呈現評鑑資
料，今年校內社團評鑑擬規劃以紙
本及電子檔方式併行評分。

1. 社團辦公室整修
筑軒古箏社
社員
劉蕙嘉

1. 社團辦公室已整修完畢。
2. 社團的舊有器材已經無法使用，卻佔
2. 已提供資料櫃給予社團收納整理舊
據社團空間，造成使用不便，希望校
有器材。
方提供空間統一管理。

點點蜂巢社
社長
劉晉安

1. 有關社團相關訊息，課外組皆會發
布於 FB 中 MESSAGE 群組及網頁。為
避免同學漏接訊息，課外組將建立
社團共同 e-mail，並同步 e-mail
給社團的通知及各項文件建議以電子檔
通知社團同學。
寄至社團 E-mail 即可，即時又環保。
2. 社團共同 e-mail 將設計於交接清冊
表單中，請社團務必填寫，以俾利
後續相關事宜。

霹靂網球社
社長
李承憲

網球場牆上樹木尚未修剪

動漫社
王家豪

因涉及其他單位改提自治幹部座談會
回覆。

已請廠商處理，並請同學如發現有阻塞
學生活動中心 4 樓男廁的小便斗經常阻
狀況時，立即填寫維修單告知，課外組
塞，廁所的門鎖不上，請修理，謝謝。
會隨時處理。
1. 吉致吉他社社辦內的落地窗拉上時
仍有空隙，無法確實緊閉，導致室外
的天氣狀況容易直接影響到室內。

吉致吉他社
社長
范哲瑋

2. 造成的影響：大幅度的日夜溫差以及 1. 已請廠商評估，並協助處理。
溼度對於樂器的存放非常不友善，樂
2. 器材部分已請社團填寫社團器材需
器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來保存，這
求表。
幾年下來我們有許多的社琴都已受
潮發霉，導致吉他木頭變形，造成損
壞，有些比較嚴重的社琴已無法維
修，只能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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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把吉他若存放在良好的環境，壽命
可達十幾年，但在社辦內的社琴壽命
基本上很難超過五年，希望學校能協
助處理落地窗無法閉合的問題，讓我
們有一個良好的環境來存放樂器。

參、宣導事項
一、 重要宣導：
(一) 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請同學做好戴口罩、落實肥皂勤洗手、不食用生肉、
生蛋、不接觸野生動物、禽鳥、避免前往醫院或傳統市場。若有身體不適，請速就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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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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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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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使經費應用情形透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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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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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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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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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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起訴，最重可判刑 3 年
(20180705)。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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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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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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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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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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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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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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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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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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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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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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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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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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建議事項
建議人

雲峰登山社
鄭銘傑

小小廚藝社
陳泊銘

兩棲爬蟲
研究社
蔡東霖

建議事項

學生活動中心中央空調延長關閉時間

回覆/執行情形
中央空調管控及電費支付皆由餐廳廠
商負責，考量廠商經費負擔問題，目前
仍於晚上 7 點關閉空調。另為改善社團
夜間需求，將逐年增設社團辦公室冷氣
設備，以供社團使用。另本學期學務處
提供 20 萬供社團添購冷氣設備。

因疫情關係學生餐廳場地借用問題

本學期於 6 月份起恢復所有校內場館借
用（包含學生餐廳），但需附上防疫計
畫書。若需借用學生餐廳辦理活動，則
以不搬動餐廳桌椅為前提。

第一會議室漏水整修問題。

將請總務處營繕組協助處理漏水問題。

散會: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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