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成功大學 104 學年度第 2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105 年 5 月 10 日（星期二）18 時 10 分 

貳、 地   點：課指組會議室 

參、 主   席：杜怡萱                 紀錄:莊富涵 

肆、 出席人員： 

杜怡萱、朱朝煌、吳昌振、林慧姿、郭昊侖、林育筠、沈恒伃、張同廟、徐珊惠、陳威

宇、張瑋哲、陳飛帆、林姿儀、楊景棠、余培雅、林璟辰。 

伍、 列席人員： 

陸、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104.12.10）會議記錄[附件一] 

         修正記錄內關於二活 24 小時改為學生創意討論空間 24 小時。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與列管事項[附件二]  

 三、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四、主席報告 

 五、報告事項  

柒、 議題討論： 

第一案   

案由：鑒於學生社團不遵守繳交核銷資料期限，需訂定經費核銷期限之規定，提請討論。 

說明： 

1.課指組已規定活動經費申請已過活動日期，扣除 10%補助金額。 

2.本組經費核銷注意事項僅註明「經核准舉辦活動 1個月內，上社團管理資訊系統填寫成

果報告表後，備妥活動收據或發票至課指組辦理經費核銷手續」，但尚無規定超過核銷期限

之處理方式。 

3.依據 105 年 5 月 4 日課指組組務會議決議，提社審會討論學生社團活動經費核銷期限之

規定。 

決議： 

經委員討論後擬修改申請經費補助須於活動當日 3日前(工作日)備妥資料提出申請，逾

期者減扣 10%，超過活動日申請者減扣 20%，超過活動日後 1個月申請者不予補助。活動辦

理結束日 1個月內要填寫成果報告表，並備妥活動收據/發票至課指組辦理經費核銷手續。

超過 1個月未提出核銷申請者不予受理 (如有特殊情況需先向承辦人員報備核可)。標準作

業流程內文細交由課指組擬定公告後實施。修正版本如[附件三] 

     

第二案 

案由：104學年度申請試辦與正式社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試辦與轉正式社團名單如下 

NO. 性質 社團 指導老師 備註 

1 綜合 翔鷹社 黃榮俊 試辦 

2 服務 成大形象團 鄭匡佑 試辦 



3 康樂 嘻哈文化研究社 張欣民 試辦 

4 體能 保齡球社 王駿濠 試辦 

5 服務 紫錐社 陳鈞宜 試辦 

6 所學會 考古學研究所所學會 劉益昌 正式 

7 系學會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系學會 王涵青 正式 

8 聯誼 穆斯林學生會 蔡美玲 轉正式 

9 學藝 遙控模型社 譚俊豪 轉正式 

10 聯誼 台南印尼學生聯合會 陳炳宏 轉正式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104學年度申請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下 

NO. 性質 社團 單位 輔導老師 備註

1 綜合 翔鷹社 物理系 黃榮俊 新聘

2 所學會 考古學研究所所學會 考古所 劉益昌 新聘

3 服務 成大形象團 體健休所 鄭匡佑 新聘

4 康樂 嘻哈文化研究社 統計系 張欣民 新聘

5 系學會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系學會 生科所 王涵青 新聘

6 體能 保齡球社 體健休所 王駿濠 新聘

7 服務 紫錐社 軍訓室 陳鈞宜 新聘

8 康樂 象棋社 採購組 張哲文 改聘

9 系學會 交通管理科學系系學會 交管系 廖俊雄 改聘

10 綜合 軍事研究社 軍訓室 邢柏森 改聘

11 系學會 物理治療學系會 物治系 蔡昆霖 改聘

12 體能 騎射協會 軍訓室 陳國彬 改聘

13 學藝 孝諦佛學社 理學院 李大維 改聘

14 服務 成大服務團 軍訓室 周士琦 改聘

15 體能 跆拳道社 系統系 沈聖智 改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104學年度校外教練新聘與改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  

NO. 社團 姓名 專長證明 說明 

1 爵士樂社 郭俊昇 畢業證書 改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穆斯林學生會擬由綜合性社團轉為聯誼性社團，提請討論。 

說明：已獲社團聯合會綜合性與聯誼性主席簽署同意，學生事務長決行。 

決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 

案由：有關105年學生社團暨系學會資料評鑑獎懲建議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  

1. 資料評鑑總成績等第建議表：  

社團性質 優等社團 甲等社團 嘉獎社團 

聯誼性 桃園地區聯合校友會 
成功大學中友會 

成大南友會 

附中山校友會 

竹苗地區校友會 

體能性 
成大單車社 

騎射協會 

啦啦隊社 

網球社 
從缺 

綜合性 
濟命學社 

如來實證社 

福智青年社 

光鹽唱詩社 

自然生態觀察社 

穆斯林學生協會 

學藝性 中國結社 
動畫社 

漫畫社 
從缺 

康樂性 管弦樂社 
合唱團 

國樂研究社 
從缺 

服務性 慈幼社 
醫療服務社 

崇德青年社 
從缺 

系學會 
交通管理科學系 

法律學系 

職能治療學系 

企業管理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化學系 

經濟學系 

都市計劃學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以上社團優等：圖書禮卷2,000元，獎狀1紙；甲等：圖書禮卷1,000元，獎狀1紙。

獲優、甲等社團，社團輔導老師發給獎狀1紙。 

是否增列成績達標準之社團亦頒給甲等獎狀，請討論。 

決議：增列嘉獎，由各性質主席決定獲獎者，頒發獎狀1紙。 

 

 



社團 

性質 
社團數 

優等 

社團數 

甲等 

社團數 
備註 

聯誼性  20  1  2  1、分數未達 90 分以上者不得列為優等，

未達 80 分以上者不得列為甲等。 

2、優等名額從缺時可將名額列為甲等。

3、優等：圖書禮卷貳仟元，獎狀乙紙；

甲等：圖書禮卷壹仟元，獎狀乙紙。

4、獲優、甲等社團，社團輔導老師發給

獎狀乙紙。 

5、無故未參加評鑑之社團，得依本校社

團輔導辦法規定議處。 

6、優、甲等分配得經評鑑會議更動。 

體能性  24  2  2 

綜合性  31  2  2 

學藝性  20  1  2 

康樂性  19  1  2 

服務性  14  1  2 

系會  44  2  3 

總計  172  10  15 

2. 評鑑丙等社團(成績未滿70分)依分數減105年度之經費補助20%，是否將場地經費

(R105-4002)補助排除，請討論。 

社團名單：宗教哲學研究社、機動車研究社、軍事研究社、To.拉酷社、行動藝術服

務社、旅行社、零貳社、綠腳趾。證券投資研習社。 

3. 評鑑丁等社團(成績未達60分)停止105年度經費補助，是否將場地經費(R105-4002)

補助排除，請討論。 

社團名單：證券投資研習社、視聽研究社、重量訓練社、合氣道社。 

決議:綜合性社團成績須調整。經討論將場地經費排除。 

第七案   

案由：104學年度社團退場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退場名單如下 

NO. 性質 社團 備註 

1 綜合 膽略社 
未參加社團評鑑，依社團輔導辦法第六條規

定予以解散。 

2 服務 攜手社 
未參加社團評鑑，依社團輔導辦法第六條規

定予以解散。 

3 聯誼 領導培育聯合校友會 
試辦性社團兩年內未通過社團評鑑並申請通

過為正式性社團。 

4 服務 Urschool 社團自行提出退場申請 

5 體能 手球社 社團自行提出退場申請 

6 體能 慢速壘球社 社團自行提出退場申請 

7 綜合 外匯投資研究社 兩次社代大會未到，依據九十二學年度第五



次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辦理退場。 

社團自行提出退場申請。 

8 體能 高智爾球研究社 
兩次社代大會未到，依據九十二學年度第五

次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辦理退場。 

決議：羽球社撤回，其餘照案通過。 

 

捌、臨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是否於年度審議預算時，將學生會預算獨立列出，提請討論。 

說明：現行學生會預算列於社團活動經費大項之內，未獨立列出，易造成不清楚其分配額

度且受課指組分配，希望比照系會活動經費，另列學生會活動經費。 

決議：同意分別陳列。 

性質 性質 

業務費 

社團活動經費 

學生會活動經費 

系會活動經費 

器材經費 

設備費 設備器材費 

 

第二案 

案由：學生活動中心是否收取場地費用，提請討論。 

說明：因校方不再補助10萬元以下之場地修繕，為了永續活動中心之硬體設施，須規劃使

用者付費制度。 

決議： 

1. 由課指組成立委員會討論場地收費辦法後再提至社審會討論。 

2. 應保障校內學生社團使用，僅針對校外單位、校內非學生社團團體、營利活動等做

出差別待遇。 

玖、散會  



[附件一] 

國立成功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10 日（星期四）18 時 00 分 

貳、 地   點：課指組會議室 

參、 主   席：杜怡萱                 紀錄:莊富涵 

肆、 出席人員： 

杜怡萱、朱朝煌、吳昌振、林慧姿、郭昊侖、林育筠、沈恒伃、張同廟、徐珊惠(請假)、

陳威宇、張瑋哲、陳飛帆、林姿儀、楊景棠、余培雅、林育呈、陳冠維。 

伍、 列席人員：鄭嘉勳 

陸、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104.05.21）會議記錄[附件一]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與列管事項[附件二]  

 三、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四、主席報告 

 五、報告事項  

     1.學研營總召鄭嘉勳自介，簡述辦學研營理念及期待。 

     2.領導力中心報告近況:近期進行三會的交流活動，也有與東海、淡江大學與領導  

       力中心和三會做交流活動。關於高峰會，今年人數較少，活動內容有成果發 

       表、攤位交流還有簡報發表，最後有提供線上問卷回饋。 

     3.服務學習中心，目前有專案進行交流，並且於今年校慶和服務性社團舉辦社服體  

       驗活動。 

     4.院系博覽會總召張瑋哲報告，辦理時間為 105/03/19(六)。 

     5.學生創意討論空間一事近況報告：學生會先前說要代為管理，如依目前學生會狀  

       況無法管理。社聯如果無法管理該空間，則管理將歸屬課指組直接管理。 

柒、 議題討論： 

第一案 

案由：104 學年度申請試辦與正式社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試辦與轉正式社團名單如下 

NO. 性質 社團 指導老師 備註 

1 聯誼 陸生聯合會 蔡美玲 試辦 

2 體能 籃球聯盟 潘慧雯 試辦 

3 學藝 文藝社 張彥碩 試辦 

4 服務 We＇in 沈恒伃 試辦 

5 學藝 文學創作社 葉海煙 試辦 

6 聯誼 馬來西亞同學會 張雋曦 試辦 

7 自治 企業管理研究所學生會 莊雙喜 成立 

8 聯誼 大學體驗社 林啟禎 轉正式 



9 學藝 火舞藝術研究社 舒宇晨 轉正式 

10 聯誼 日本學生協會 馬敏元 轉正式 

11 學藝 美妍社 王德華 轉正式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104學年度申請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下 

NO. 性質 社團 單位 輔導老師 備註 

1 聯誼 陸生聯合會 生理所 蔡美玲* 新聘 

2 體能 籃球聯盟 體育室 潘慧雯* 新聘 

3 學藝 文藝社 育成中心 張彥碩* 新聘 

4 自治 企業管理研究所學生會 企管所 莊雙喜* 新聘 

5 服務 We＇in 課指組 沈恒伃* 新聘 

6 學藝 文學創作社 中文系 葉海煙* 新聘 

7 聯誼 馬來西亞同學會 藥理所 張雋曦* 新聘 

8 綜合 電腦網路愛好社 電通所 蔣榮先 改聘 
9 康樂 國際標準舞蹈社 體健休所 鄭匡佑 改聘 

10 學藝 孝諦佛學社 電漿所 汪愷悌 改聘 

11 系會 化學系會 化學系 黃守仁 改聘 

12 系會 數學系會 數學系 林景隆 改聘 

13 系會 環境工程學系會 環工系 黃良銘 改聘 

14 系會 外國語文系學會 外文系 林明澤 改聘 

15 系會 資訊工程學系會 資訊系 謝孫源 改聘 

16 系會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會 材料系 許聯崇 改聘 

17 系會 生命科學系會 生科系 張松彬 改聘 

18 系會 物理治療學系會 物治系 林呈鳳 改聘 

19 系會 心理系系學會 心理系 謝淑蘭 改聘 

20 系會 企業管理系學會 企管系 莊雙喜 改聘 

21 系會 工程科學系會 工科系 侯廷偉 改聘 

22 系會 土木工程學系會 土木系 胡宣德 改聘 

23 系會 經濟系學會 經濟系 蔡群立 改聘 

24 系會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會 醫技系 徐麗君 改聘 

25 系會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會 系統系 沈聖智 改聘 

                *代表為本次會期申請試辦。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104學年度校外教練新聘與改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  

1.新聘校外教練 

NO. 社團 姓名 專長證明 說明 

1 管弦樂社 林晉名 學位證書 新聘 

2 高爾夫球社 謝慶堂 專業教練證 新聘 

3 口琴社 黃渝雯 專長相關獎狀 新聘 

4 舞蹈研究社 蔡芷菁 舞蹈系 新聘 

5 水上活動社 卓昱妏 專業教練證 新聘 

6 成大山協 杜昱旻 山岳協會檢定合格證 新聘 

7 餐飲廚藝社 林俊憲 廚師證書 新聘 

8 合氣道社 黃富逸 合氣道協會證書 新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105年度校外教練經費補助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共22個社團，23位校外教練，擬每位教練每學期補助4,000元整。 

NO. 社團 姓名 NO. 社團 姓名 

1 太極武學社 李章仁 13 象棋社 郭宸銘 
2 水上活動社 卓昱妏* 14 爵士音樂社 城博仁 
3 中國結社 王鶯諭 15 餐飲廚藝社 林俊憲* 

4 網球社 吳宗修 16 管弦樂社 林晉名* 

5 泥巴社 謝雨書 17 口琴社 黃渝雯* 

6 空手道社(基本) 謝國城 18 中醫社 黃書澐 
7 空手道社(對打) 田斯予 19 濟命學社 謝正彥 
8 美術社(繪畫) 蕭旭東 20 舞蹈社(民族) 洪伊蕾 
9 美術社(書法) 連武成 21 舞蹈社(現代) 李佩珊 
10 成大山協(攀岩) 杜昱旻* 22 舞蹈社(芭蕾) 張護邁 
11 成大山協(登山) 李增昌 23 合唱團 張容碩 
12 動畫社 吳宗展   

            *代表本次會期新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野鳥社、阿南達瑜珈社、光電工程學系系學會擬申請更改社團名稱，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據104年6月11日社團會員大會決議辦理，擬更名為自然生態觀察社(Natural and 

Ecological Observation Club)。 

2. 依據104年10月6日社團幹部大會決議辦理，擬更名為阿南達瑜伽社(Ananda Marga Yoga 

Club)。 

3. 依據99年10月25日光電系系所務會議決議變更系所名稱，配合更名為光電科學與工程

學系系學會。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自然生態觀察社的英文改名為「Natural Observation Club」，如

社團接受則援引更改。 

第六案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活動場地管理要點」[附件三]條文如修正對照表，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 104 年 11月 25 日課指組組務會議決議辦理。 

二、 本次修正重點：鑒於某些條文語意不清，重新修正。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供參。 

決議：照案通過；然刪除第八條第五點；修正第九條「學生活動場地內各項器材或設備應

善加使用保管，若因使用不當造成毀損或遺失者，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第七案 

案由：105年度社團經費、社團設備器材預算審核，提請討論。 

說明：各項經費統計如下。共計業務費1,713,635元整；設備費589,030萬元整。 

性質 性質 申請金額/元 初審金額/元 備註 

業務費 

社團活動經費 $6,503,808 $1,413,635   

系會活動經費 $2,899,843 $300,000   

器材經費 
$2,863,084

$189,030   

設備費 設備器材費 $400,000 1 萬元以上 

 

修正動議提案:關於校友會經費補助項目討論。   

方案一:將所有之夜經費轉為創新聯誼性活動經費，經費由課指組審核，各校友會提企畫書

得以申請經費。 

  方案二:維持原議，但請聯誼性主席與校友會溝通。 

  決議:以投票決，方案一:方案二票數為9:5，通過方案一。釋出86,500元請原以之夜方式申

請補助的校友會重新提出其他申請案。 

捌、臨時動議  

玖、散會  



[附件二] 

國立成功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次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案由 執行情況 列管狀況

第一案 

案由：104 學年度申請試辦與正式社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社團管理

系統名單更新。 

解除列管 

第二案 

案由：104 學年度申請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社團管理

系統名單更新。 

解除列管 

第三案 

案由：104 學年度校外教練新聘與改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社團管理

系統名單更新。 

解除列管 

第四案 

案由：105 年度校外教練經費補助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每位教練

每學期補助 4,000 元

整。 

解除列管 

第五案 

案由：野鳥社、阿南達瑜珈社、光電工程學系系學會擬申請更改社團名稱，

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自然生態觀察社的英文改名為「Natural Observation 

Club」，如社團接受則援引更改。 

已通知社團參考。 解除列管 

第六案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活動場地管理要點」[附件三]條文如修

正對照表，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然刪除第八條第五點；修正第九條「學生活動場地內各

項器材或設備應善加使用保管，若因使用不當造成毀損或遺失者，應負損

害賠償之責任。」 

依決議辦理，公告管理

要點。 

解除列管 

第七案 

案由：105 年度社團經費、社團設備器材預算審核，提請討論。 

決議：決議:以投票決，方案一:方案二票數為 9:5，通過方案一。釋出 86,500

元請原以之夜方式申請補助的校友會重新提出其他申請案。 

105 年 1月 20 日公告

聯誼性社團創意活動

經費申請計畫，4月 18

日召開審查會審議。  

解除列管 

103 學年度第 2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第七案 

案由：本校系學會評鑑制度之修正，提請討論。 

決議：由於相關法規並未明確提出，通過延期討論動議，在下次社審會時

系聯會提出更完整資料再進行討論。 

請於下次會議提出修

正內容審議。 

繼續列管 

103 學年度第 2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第九案 

案由：擬修改國立成功大學系學會聯合會組織辦法，提請討論。 

決議：相關法規並未明確提出，通過延期討論動議，在下次社審會時系聯

會提出更完整資料再進行討論。 

請於下次會議提出修

正內容審議。 

繼續列管 



 

105 年聯誼性創意活動申請經費審查結果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核定額

板橋高中校友會 

淨灘 105/10/15 台南安平老街、秋茂園、安平古堡 1,000 

愛心公益週 105/11/27~12/01
展翼烘焙庇護工場或慈光心智關懷

協會、成功大學、成杏廳 
1,500 

聯合中學校友會 2016 打狗慈善反菸系列活動
105/4/23 觀夕平台、漁光島 1,000 

105/5/01 街頭 1,500 

成功景美校友會 成景運動會 105/10/31~11/05
成功大學自強球場與光復、成功校

區 
1,000 

成功大學中友會 

中友愛玩客–台南走透透 105/04/09 台南各處 1,500 

綠色中友週－暨 2016 世界地

球日環保響應系列活動 

105/04/22 成大校內及周邊商家 

5,000 105/05/01~05/07 光復轉角、勝利芸青軒前空地 

105/05/05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成大竹苗地區校

友會 

台南秋茂園淨灘 105/04/05 安平觀夕平台 1,000 

安平淨灘活動 105/11/20 台南秋茂園沙灘 1,000 

成大雲林嘉義地

區校友會 

2016 雲嘉北友聯合運動會 105/11/26 成功大學光復操場 
1,000 

成大松山高中校

友會 

第一屆松友公益週：募資傳情

跟實踐服務 

105/11/18~11/27 成功大學 
1,500 

轉學轉系生聯誼

會 
105 年轉學考考生服務隊 

105/07/10 成功大學 
1,000 

 

  



附件三 

社團（系會）經費申請流程與核銷注意事項 
105.05.11 組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費申請：申請經費補助須於活動當日 3日前(工作日)備妥以下資料提出申請，逾期者減

扣 10%，超過活動日申請者減扣 20%，超過活動日後 1個月申請者不予補助。 

1.需繳交下列資料： 

(1)活動經費申請表：至社團管理資訊系統完成活動申請後列印活動經費申請表

http://mis.osa.ncku.edu.tw/club2/club/singlelogin.php   

(2)活動企劃書：含活動詳細收支預算表 

 2.簽核流程： 

  社長/會長→輔導老師/系主任→課指組承辦人→課指組組長→學務長決行。 

註： 

1. 單價超過 1萬元以上之請購案或租用燈光音響設備及遊覽車，申請時應附上 1張估價單。

2. 使用經費前請務必詳閱經費申請注意事項，並對幹部做好教育訓練，以免無法核銷。    

經費核銷：活動辦理結束日 1個月內，請於社團管理資訊系統填寫成果報告表，並備妥活

動收據/發票至課指組辦理經費核銷手續。超過 1個月未提出核銷申請者不予受理 (如有特

殊情況需先向承辦人員報備核可)  

註： 

1. 請注意收據上否有蓋店章（含地址、電話、統一編號）及負責人私章。受買人請寫「國

立成功大學」(切勿加註社團名稱)，統一編號 69115908。 

2. 電子發票(手寫式發票同第 1點)請打上統一編號：69115908。如忘記登打需加蓋店章或

統一發票章。 

3. 申請刊物補助，需另繳交[學生社團（系會）刊物出刊資料表]。 

4. 申請租賃遊覽車資需另繳交[遊覽車租賃定型化契約]。 

5. 申請輸出、影印項目需另繳交[影印文件明細表]。 

6. 以上相關表格可至課指組首頁→表單下載區下載。 

請款款項直接轉入各社團公用帳戶(郵局)或逕付廠商(單價超過 1萬元) 



＊經費申請注意事項 

1. 超過 1萬元之補助款由學校匯款給廠商，同學不得代領，請各社團/系會勿事前付款。 

2. 影印紙、DVD 及 VCD 空白片等需依共同供應契約案規定(中信標)辦理請購，否則不予補

助。 

3. 各項免洗餐具、杯水、計程車資、電話卡、儲值卡不得請領補助。 

4. 舉辦宿營、遊覽、畢業旅行經費不予補助。 

5. 服務性質活動可申請誤餐費及交通費(93 二社審會決議)。申請誤餐時，需於核銷時繳

交餐費收據以及用餐人名單。 

6. 演講費標準校內 800 元/小時，校外 1600/小時，需檢附演講者姓名、身份證字號、服

務機關、職稱、戶籍及通訊地址等資料給課指組，以便製作演講費收據，另需至成大數

位演講平台 

    登錄演講資訊(至課指組登錄)，每學期最多補助二次。 

7. 代表學校參加校外比賽，依會計室規定補助莒光號來回車資，另補助賽程日每日住宿費

400    元，每日膳雜費 250 元（含捷運及市內公車車資），本項活動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至課指組下載[引領清冊](受領人需本人親簽，請勿變更內容)當收據，不需檢附原始收

據，需檢附活動賽程表。 

8. 1萬元以上之設備費於會計年度結束前未核銷之社團懲處→一次紀錄停權三年不可申請。   

(93 一社審會決議) 

9. 除辦理全國性比賽(需附比賽簡章，簡章須公開公告)得支付裁判費外，其餘比賽不補助

裁判及評審費。若申請比賽獎牌獎盃補助，於核銷時除了繳交收據之外，應附得獎人或

得獎團體名單。 

10.各社團應至郵局開立公用帳戶供核撥補助經費，新開立請影印存摺正面辦理登錄。 

11.收據或發票開立日期需於活動日前或活動當天(如為事後需註明理由)，品名、數量、單

價、總價需詳細載明，若為文具用品一批，需另附明細表。 

12.燈光音響設備及遊覽車租用一律需檢附估價單(內含租用明細、接送起訖地點) 。 

13.申請保險費補助，要保人須為「國立成功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