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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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06 月 1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第二會議室

記錄者：陳惠蘭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新舊社長交接：略
參：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社 團 名 稱

管樂社陳香伶

建 議 事 項

執行情形

1.大型樂器因單價高，而一直無法排入購入
1.購買樂器或器材為增加設備部
順序，定音鼓的確是有其必要性，而樂器
分，無納入社費計算。
單價都很高，若把費用和社團費用算同一
2.目前將已申請購買設備順序。
區一定不夠。
1.目前學生活動中心 1 樓玻璃屋，設
為義賣空間，請至課外活動組登
2.社團場地不敷使用，請學校多撥出閒置空
記，登記方式採課外活動指導組場
間提供使用或納入未來的規劃中。
地登記方式。
2.數位影印中心可向總務處借用。

肆：報告事項
【行政業務】
一、社課紀錄簿請於社課後或週五繳交一次，於下一週週一下午歸還。
二、社團活動紀錄簿，填寫活動申請表(包含經費概算)，企畫書一律上傳 ftp 或社團網頁；填寫
活動成果表及簽名，相片及其他佐證資料一律上傳 ftp 或社團網頁。
三、社團辦理活動應於活動前二星期前提出申請，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陳報成果，經核定補助活動
應於一週內提出經費核銷，下學期將活動公告於布告欄，逾期不受理且取消補助(寒暑假營隊
依補助單位規定活動後一個月內完成辦理核銷)。
四、本學期巡查社團辦公室，發現部分社團髒亂有食物已過期、電器用品，以及使用電燈、電風
扇、冷氣未關、夜宿社辦情形，日後將發出警告告示一次，再次發生時予以收回社團辦公室。
五、為俾登錄服務學習時數及指導老師鐘點費，請統一於期末考週(週一)前將紀錄本送至課外活
動指導組，逾期不候。
六、社團指導老師聘任為一年一期，若有社團於學期中更換指導老師請務必填寫「更換指導老師
申請表」，由原指導老師簽名及繳回聘書更正。
七、指導老師鐘點費以指導一個社團為準(跨校區時亦同)，故聘請老師前務必與老師確認，以免
造成無法支應問題。
八、新舊社長交接時，請確實點交財務、器材及相關作業點交。新社長及指導老師資料、未來一
年度計畫(目標、策略、活動)及行事曆請於開學前(9/16)上傳，第一週繳交書面資料。
九、借用場地及器材請於活動前二周提出借用(含寒暑假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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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
(一) 於 6 月 22 日(星期六)辦理社團領袖營，活動如附件一。
(二) 全校性社團評鑑預定於 10 月中旬，請各社團多加準備，評分表如附件二。將於領袖營中說
明評鑑內容，請社長、幹部務必參加。
(三) 平日社團評鑑成績(含社團辦公室整潔性、配合學校活動參與度、社團活動執行性、繳交記
錄簿)，102 學期開始請各社團至少於每學期規劃一次社團活動，列入評鑑成績。
(四) 社團信箱請派專人定期查視，日後相關社團訊息將上傳課活組或課活 fb ，請於 6 月 20 日
前加入好友，並告知社團名稱，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56991984322535/。
(五) 公告學校活動，有意參與之社團請填寫。
(六) 社團團室如需修繕者，請隨時向課外組鄭小姐填具修繕單。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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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活
動日前至網頁自行登錄列印，由社團負責人彙整並於公假單空白處簽名後再送課外組。
【學生會報告】
1.本週四召開社團博覽會第一次籌備會，請各社團參加與會。
伍、臨時動議
社 團 名 稱
魔術社潘元傑

管樂社陳香伶

吉致吉他社
李承勳

勁舞社劉俊廷

建 議 事 項

執行情形

社團評鑑評分是以分數來排等第或以比例來
依社團性質取比例方式排序。
排。
1.樂旗隊及禮賓大使為校隊，且參加
1.管樂社和樂旗隊、禮賓大使一樣，在學校
學校及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多次活
各項重大活動皆有出席，但上述二個團體
動，而管樂社參加活動少有代表學
在畢業時都有獲得授獎，希望學校可以考
校參加校外活動，故建議以獎懲方
慮這項提議。
式鼓勵社員。
2.ftp 已屬非常久以前的形式，能否參考教
2.教學平台比較不可行，將於下學期
學平台或是校務行政系統的格式供社團使
使用伺服器，提供社團上傳及保存
用。
資料。
社辦窗台設備已進行修繕，天花板漏
水部分本學期已請專人維護，主要原
社辦天花板漏水不斷，已形成鐘乳石。
因為頂樓建設有關，將會提報總務處
進行會勘。
1.吊扇部分將於會後進行場勘並維
修。
1.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吊扇請維修。
2.遙控器為列入設備交接，上一屆社
2.本社社辦冷氣遙控器未拿到已有一學期。
長無交接導致本屆亦無遙控器，請
社團交接時注意，本次將於會後請
廠商提供。

陸、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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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社團領袖營

附件一

日期：102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8：00~下午 9：00
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參加對象：全體 102 學年度社長、活動長、財務長成員
報名日期：102 年 6 月 12 日~6 月 20 日
報名方式：繳交報名表至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100 年、101 年全國社團評鑑績優社團
活動內容：
時間

內容

負責人

08：00~08：10

報到

課外活動指導組

08：10~08：15

開場

課外活動指導組

08：15~09：30

社長領袖營

100 年、101 年全國

社團組織運作-基本功

社團評鑑績優社團

說明：組織章程、社團目標、組織運作、

社長

年度計畫、管理運作
09：30~09：40

休息

09：40~11：10

社團組織運作-練功

全體學員

11：10~12：00

社團組織運作-過招

全體學員

12：00~13：00

午餐補充體力

課外活動指導組

13：00~14：30

活動長領袖營

100 年、101 年全國

活動規劃-基本功

社團評鑑績優社團

說明：活動申請流程、成果報告、活動內

活動長

容反思作業、資料保存管理運作
14：30~14：40

休息

14：40~15：40

社團活動運作-練功

全體學員

15：40~16：40

社團活動運作-過招

全體學員

16：40~16：50

休息

16：50~17：50

財務長領袖營

100 年、101 年全國

財務管理規劃-基本功

社團評鑑績優社團

說明：社團經費核銷、收據檢視、年月報

財務長/器材長

表公開徵信、器材管理及盤點運作
17：50~18：30

晚餐

課外活動指導組

18：30~19：30

社團財務運作-練功

全體學員

19：30~20：30

社團財務運作-過招

全體學員

20：30~21：00

比武-展翅翱翔

全體學員

注意事項：1.社長領袖營請準備社團組織章程及年度計畫等相關資料與會。
2.單獨參加活動長領袖營者不提供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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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國立嘉義大學社團領袖營
日期：102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8：00~下午 9：00
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參加對象：全體 102 學年度社長、活動長、財務長成員
報名日期：102 年 6 月 12 日~6 月 20 日
報名方式：繳交報名表至課外活動指導組
社團名稱

職稱

參加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參加場次

葷素食

□社長
□活動長
□財務長

□社長領袖營
□活動領袖營
□財務領袖營

□葷食
□素食

□社長
□活動長
□財務長

□社長領袖營
□活動領袖營
□財務領袖營

□葷食
□素食

□社長
□活動長
□財務長

□社長領袖營
□活動領袖營
□財務領袖營

□葷食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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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子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