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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民雄校區 

學生社團負責人期初座談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2月 21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 

主席：吳組長光名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王姿尹 

壹、 主席致詞 

    民雄校區是一個小而美的校區，今年能有 2個社團(漱音國樂社、幼教系學 

會)榮獲彰雲嘉社團評選為特優，可見得大家對於社團經營付出了相當的努力，

再次恭喜他們！每位社團學長姐的努力，也需要新進學弟妹的傳承，本學期邀請

到校內優秀的學長廖俊彥同學(現任學生議會議長)，為各社團開設一系列(共 4次)

的研習工作坊，讓社團了解如何將社團資料做最完善的整理與呈現，請大家踴躍

報名參加。今年 5月辦理全校社團評鑑，評鑑委員都是經驗豐富的校外委員，能

夠用全國社評的標準，為各社團提供最重要的建議，希望同學從社團經營與評鑑

中學到最好的經驗，包含活動的規劃與籌備、凝聚社員的團結向心力、從事各種

校內外服務等。希望各社團加緊準備，在評鑑中爭取最好的成績。 

貳、 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答覆內容 

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福智青年社

社長張○讌 

民雄福智青年社去年社團評

鑑成績是不列等，所以今年

在學務組社評補助是沒有額

度。因為上一屆的社長沒做

好，接任的社長卻要承擔這

樣的結果，有種無力感。 

一、各社團除了校內依據社團評鑑成績的補助經費，

另外也有學生會的補助、高教深耕計畫、校外基

金會等，只要願意花一些心思寫計畫，其實有相

當多的經費可提出申請，不侷限於民雄學務組。 

二、社團是有延續性的組織，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為了社團的永續發展，請社長務必做好社團業務和

資料的交接傳承，如果社團在運作經營上遇到問

題，請即時向學務組反映說明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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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野雞尾酒社

社長鄧○玫 

一、希望民雄校區也辦理社

團相關的研習(如社團

經營、財產管理)，同

學就不必專程跑到蘭潭

校區。 

二、可將社團場地借用的資

訊公開，讓其他社團知

道民雄校區有哪些場地

已經被借用了。 

一、本學期邀請本校廖俊彥同學(帶領社團與系學會獲得

校外評鑑特優)分享社團經營及社團評鑑資料準備

等議題，共辦理 4場次，請各社團踴躍報名參加。 

二、社團場地借用的資訊，已依照建議上網公告在民雄

學務組→ 學生社團→ 社團活動使用場地情形一

覽表，同時也將檔案上傳至臉書的社團群組中，方

便社團自行查閱。 

參、 民雄學務組工作報告 

一、社團活動預告 

(一) 各社長請於 2月 24日(星期五)前至校務行政系統輸入社團幹部名單，作為

日後敘獎之依據。本學期民雄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訂於 4 月 26 日(星

期三)於大學館演講廳舉行，請各社團負責人務必出席，若因故無法出席，

請委託代理人出席。 

(二) 3月 8日、9日於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前舉辦捐血活動，歡迎踴躍捐血。 

(三) 為歡送畢業學長姊，敬請各社團製作畢業海報於 4月 28日(星期五)前交至

民雄學務組，可列為 113年社團評鑑平時考核加分。 

(四) 112年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採「線上審查」方式，評鑑資料請開始準備。 

(五) 112 級畢業典禮訂於 5 月 27 日(星期六)舉行，5月 24 日(星期三)預演。學

務組招募畢業典禮志工(每社團 1 至 2 位同學)，提供協助之社團，可列為

113年社團評鑑平時考核加分。 

(六) 本學期民雄校區學生社團負責人期末座談會預訂於 6 月辦理，請現任及新

任社團負責人務必出席，若因故無法出席，請委託代理人出席。 

二、社課紀錄簿及社團活動申請 

(一) 本學期(111學年第 2學期)社課紀錄簿已交由各社團領回。 

(二) 每週例行性活動，應填寫社課紀錄簿，由出席社員簽到，指導老師親自簽

名，未親自簽名不予計算出席費。社課結束後請於 7日內送交學務組核章，

避免延誤下一次社課的紀錄。 

(三) 依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委任要點，社團指導老師出席費以指導老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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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會議、課程及重大活動次數計算，每次出席費新臺幣 800元整，每人

每學期核發上限為新臺幣 8,000元整。 

(四) 社團活動申請表及活動企劃書請於活動辦理前 14 個日曆天送交學務組核

章，需要學校協助發文之活動，請於活動前 14天提出申請；申請表中敬會

其他單位者，請先加會該單位核章後再將申請表送交學務組核章；活動結

束後 14天內繳交活動成果報告表完成核銷，逾期不予補助經費。 

(五) 社團辦理校外活動時應加保旅遊平安險，社團繳交之活動申請表應編列保

險經費並註明投保公司，繳交活動成果表時應檢附保險單及保險名冊，未

符合規定者將予以退件。 

(六) 正式上課時間不得因校內之課外活動申請公假，但參加「經學校核准」之

全校性檢定考試、正式活動(或競賽)，或代表本校參加校外正式活動(或競

賽)者，不在此限。 

(七) 請利用課餘時間辦理社團活動。非全校性或配合學校行政活動，請自行調

配人力。 

(八) 請各社團隨時留意民雄學務組臉書公布之訊息，避免延誤重要訊息傳達。 

 (九) 學生團體舉辦電影欣賞、演唱會或舞會，如有售票或收取費用，應於舉辦 

  前向地方稅稽徵機關(嘉義縣財政稅務局)辦理登記及免徵娛樂稅手續。 

 (十) 社團至校外辦理活動時，應向合法遊覽車公司租車，避免自行租車駕駛。 

 (十一)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軟體，不使用影印書籍。 

 (十二)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同學平時請戴好口罩，以肥皂洗手，減少觸摸眼鼻 

       口，儘量避免到人多擁擠的公共場所，減少聚集性活動辦理或彈性調整 

       為戶外性質，社團辦公室請做好清潔消毒工作，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三、社團教室管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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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借用

請先至學務組登記。21 時 45 分系統將自動斷電，請在斷電前結束社團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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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酌扣平時評鑑分數。 

(二) 依本校空調設備使用辦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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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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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冷氣時間為 17時 10分至 21時 40分，其餘時段冷氣空調管控無

法啟動。 

(三) 在校園紅磚道兩旁的玻璃櫥窗、便利商店旁公布欄張貼海報前，請先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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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隨意張貼於道貫橋、電線桿、樹木等違法地點，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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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規，則列入平時評鑑及補助的考量。 

(四) 若借用 B101、B102 社團教室及學務組器材，請提早登記，避免活動「當

日」才借，隔日上午 10時前歸還鑰匙及器材，以維護其他社團借用之權益。 

四、社團活動成果核銷及財產管理 

(一) 活動結束後 14 天內繳交活動成果至學務組作為經費補助之依據，逾期提

出概不受理。活動成果包含活動成果報告表、簽到表、活動紀錄照片、黏

貼憑證用紙(浮貼發票或收據)、支出明細表(請將發票或收據編號並依照順

序填寫)、領據(簽名或蓋章)、已審核之活動申請表及企劃書正本等。 

(二) 電子式發票或收銀機發票，應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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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店家統編、負責人姓名、店

家電話、店家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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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價均需填寫，請勿空白。若廠商只有三聯式

的發票，核銷時需將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存根聯)一併黏貼核銷。 

(三) 若店家表示沒有統一編號(免用統一發票收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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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字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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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1 元及每件稅額尾數不足 1 元之部分，均免予貼用)，

印花稅票請向郵局購買。 

(四) 關於交通費核銷，若是搭乘火車或公車，請繳交原票根核銷，且附上「學

生因公出差單」。學生因公出差假必須事先申請，事後無法補登，必須於

請假日前(最晚為請假當日)完成列印假單並送出簽核，逾期一律無法請假。 

(五) 搭乘計程車的費用不得報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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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一律事後由學校匯入廠商帳

戶內，若金額在 1萬元以上，應附估價單。 

(六) 社團使用的財產若貼有黃色財產標籤，則屬於學校財產，請務必妥善保管，

若有遺失需照價賠償，尤其音樂性社團的樂器價格不菲，請特別注意。教

室門窗請確實上鎖，以免物品遭竊。 

(七) 社團向社員收費後應給收據；社團經費收支情形應定期公告社團辦公室。 

(八) 社團經費結算報表應於學期結束前將社團經費收支報表提社員大會審查

通過，必要時由學務組抽查經費使用情形。 

(九) 社團向學校申請增購相關設備、器材時，社團需列冊管理，由學務組定期

抽查。 

(十) 社團之財產請愛惜使用，若有損壞，照價賠償；消耗性物材得由社團向學

校申請更換，社團經費、財產清冊列為社團負責人交接必要項目。 

(十一) 社團如有物品需維修或報廢，請填寫紙本申請表繳交至學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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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學生會工作報告(請假，跨校學生會交流) 

伍、 學生議會工作報告 

    學生議會本學期定期會日期：2月 21日、3月 28日、4月 25日、5月 23日，

如果社團需申請學生會補助，請提早送件活動申請表與成果報告，關帳日期會在

5月 23日前，請把握時間。5月底會選出下一屆學生議會正副議長並完成交接。 

陸、 討論與建議 

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輔諮志工隊

社長陳○翔 

一、學生會網站上，有關各

社團的簡介久未更新，

部分連結已失效。 

二、全校社團評鑑為何是選

在 5月辦理？因社團幹

部交接是以學年度為基

準。 

一、會後通知學生會社團部、系會部檢視、更新所有社

團頁面，包含簡介、臉書、IG等資訊。 

二、全校社團評鑑訂於 5月辦理，是為了配合彰雲嘉社

團評鑑(7月、8月左右)與全國社團評鑑(9月、10月

左右)，時間期程前後連貫、一氣呵成。至於評鑑資

料的蒐集與整理，均以前一年度為準，評鑑辦理的

日期影響不大，僅是日期切點的差異。全校社團評

鑑辦理完成後，將公告成績等第，選出代表學校參

加彰雲嘉與全國評鑑的社團。 

柒、 主席結語 

    剛剛議長有提到很重要的一點，社團活動需要大家共同來參與，民雄校區的

學生向來比較注重自身專業課程的學習，對於學生會、學生議會的參與度較少，

導致民雄校區的意見比較不容易傳達到領導階層，投票表決的時候，票數上也常

居於劣勢。現代民主社會是採合議制，是比誰的票數比較多，所以學生自治事務

的參與，需要大家共同支持，一起努力。今年 4月、5月有學生會正副會長、學

生議員的選舉，而社團負責人或系學會會長是很重要的領導經驗，希望各位同學

多多參加學生會與學生議會的運作，為民雄校區發聲，爭取更多的權益。 

捌、 散會(下午 1時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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