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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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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9月 26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 

主席：吳組長光名                                     

出席者：如簽到表                                        記錄:林育如 

壹、 主席致詞 

一、 學而園拆除已接近完工，提醒動保社的社員前往查看犬隻飼養處的環境是否完善，如有

需要協助的問題，請告知學務組。 

二、 參加社團的經歷對於未來就業有一定的幫助，期許各位社長在這一年的任期內盡量發揮

領導能力帶領社團向上發展，相信在此過程中可以學習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三、 明日將舉行社團博覽會，鼓勵各位社員用心準備，努力招募更多新血加入社團。 

四、 暑假期間 8 月底的雨災造成民雄校區的運動場受損嚴重，今年的運動會將移至蘭潭校區

舉行。 

五、 大學館演藝廳整修統包工程 8 月 23 日完工，目前工程結算中，本學期應該會陸續開放提

供給同學使用。 

六、 本學期因學生會合併，社團辦理活動申請學生會經費補助的程序也有所調整，請各位社

長務必注意學生會公告的相關訊息，也請大家多跟學生會配合。 

七、 各社團如有需要添購的器材或設備，請告知學務組。學務組評估實際需求並在經費允許

情況下，斟酌給予補助。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單

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英語志

工服務

社社長

郭祈慧 

1. 有一次我要到社辦

去清點社團財產，發

現社團聯誼中心大

門沒有開，想確認社

團聯誼中心開門的

時間。 

民雄學務組 學期期間社團聯誼中

心開放時間為週一至

週五上午 8 時至晚間

9 時 45 分，學務組的

工讀生負責每天早上

8 點開門，我們會再

提醒負責開門的同學

早上 8 點準時開門。 

同答覆內容。 

2. 學生會、學生議會投

票宣傳放在臉書社

團上宣傳，網路點擊 

率不高，建議學生會 

民雄學生會 

、學生議會 

1. 學生會、學生議會

投票時間和選課 

時間不同，目前無 

法結合。 

第四屆學生會正副

會長、學生議會第

一次補選於 6 月 24

日至28日進行線上

投票，當選結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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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單

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學生議會投票宣傳

可 以 結 合 選 課 系

統，在選課時提醒學

生投票，以提高投票

率。 

 2. 如果投票活動綁

定在交學意見調

查平台上，等於強

制同學投票，失去

民主價值。 

3. 投票活動放在社

團臉書上宣傳，是

希望各位社長幫

忙傳達訊息，並不

是把責任交給社

長，如果大家有更 

具 體 的 宣 傳 方

式，很歡迎提供給

學生會和學生議

會。 

於 6 月 29 日公告。 

合唱社

社長王

子瑄 

建議學生會、學生議會

投票活動可以印製宣

傳海報或 QR Code 掃

描。 

民雄學生會 

、學生議會 

目前學生會和學生議

會的任期已經結束

了，所以無法動用經

費印製投票宣傳海

報，這部分可能要請

學務組協助印製投票

活動宣傳海報。 

學務組已協助學生

會印製補選投票宣

傳海報，並公告於

學務組臉書宣傳。 

民雄學務組 請選委會製作投票宣

傳海報，準備電子檔

至學務組辦公室印製

海報。 

學生會已提供海報

電子檔供學務組印

製，學務組協助張

貼海報。 

動漫社

社長翁

詣鈞 

建議學生會、學生議會

投票活動宣傳海報可

以張貼在宿舍公告欄。 

民雄學生會、

學生議會 

目前學生會和學生議

會的任期已經結束

了，所以無法動用經

費印製投票宣傳海

報，這部分可能要請 

活動宣傳海報。 

學務組已協助學生

會印製補選投票宣

傳海報，並公告於

學務組臉書宣傳。 

 

民雄學務組 學務組協助印製投票

請選委會製作投票宣

傳海報，準備電子檔

至學務組辦公室印製 

海報。 

學生會已提供海報

電子檔供學務組印

製，學務組協助張

貼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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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單

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攝影社

社長王

惠萱 

明年社團評鑑也是舉

辦 2次嗎? 

民雄學務組 106 學年度因為是社

團評鑑實施要點修正

的過渡期，所以舉行

2 次全校性社團評

鑑，明年適用新法之

規定，評鑑於每年 5

月舉行。 

同答覆內容。 

參、民雄學生事務組工作報告 

一、社團活動管理項目 

(一) 108 年寒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申請自即日開始，請於 10 月 12 日前將申請資料備齊交

至學務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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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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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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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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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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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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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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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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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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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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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五 8 時 30 分至 21 時 45 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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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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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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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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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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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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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9 月 27 日社團博覽會活動時間是下午 18:00 至下午 21:30，社團之夜是下午 19:00 至下午

20:20，社團博覽會場佈下午 16:00 開始，請各社團務必在下午 17:50 以前完成場佈。社

團之夜彩排時間是下午 13:00 開始，晚間社團表演時，請舞台周邊社團盡量降低音量，

以免影響演出，提醒接續演出的社團請務必提前到舞台後方預備。 

二、 大學館門口設有服務台，請各社團先到服務台簽到，再由工作人員帶領前往儲藏室搬長

桌和椅子，活動結束後，請各社團自行將長桌和椅子搬回儲藏室，待工作人員檢查確認

完畢，簽退後再離開。 

三、 學生會已經開始受理本學期社團活動申請，社團辦理活動向學生會申請經費補助，請於

活動前二周送交申請表。學生會活動申請表新表格紙本可以至學生會會辦或學務組領

取，活動企劃書經費預估表請務必詳細填寫，以便審核。 

伍、學生議會工作報告(無) 

陸、畢聯會工作報告 

目前陸續有廠商跟畢聯會洽談畢業紀念冊和學士照拍攝事宜，畢聯會之後會持續和各系

畢業生代表進行討論，請各系畢業生代表留意畢聯會公告的相關訊息。 

柒、討論與建議 

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單位 答覆內容 

籃球裁

判研究

社卓宜

政 

八月底雨災後，籃球場淤沙

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清除，影

響社課使用權益，希望學生

會協助解決問題。 

學生會 學生會盡量協助跟學校

反映問題，同學亦可在學

生自治幹部座談會上提

出建議。 

民雄學務組 同學所提的問題列為會

議紀錄，請體育室協助處

理。 

捌、主席結語 (略) 

玖、散會(13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