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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5 學年度第 2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會議紀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5 日（星期一）11 時 10 分 

貳、 地   點：課指組會議室 

參、 主   席：張同廟                   紀錄:宋佳奇、吳昌振 

肆、 出席人員： 

洪菁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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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庭育、孫楷傑、蔡懷珮、吳家彤、范姜承佑、趙世翔、林世祥、廖宇祥、李政翰(代賴宸浩)。 

伍、 列席人員：臧籽程、蘭品樺、盧盈均、宋佳奇、簡攸旭、王郁仁、鄭芮竹、陳佑維 

陸、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105.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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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 議題討論： 

第一案 

案由：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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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正式與退場社團名單如下 

NO. 性質 社團 指導老師 備註 

1 學藝性 iGEM 合成生物學研究會 吳意珣 試辦 

2 學藝性 泰德臺南社 吳光庭 試辦 

3 體能性 少林拳社 林慧姿 試辦 

4 聯誼性 泰國學生會 黃鈺珽 試辦 

5 學藝性 文學創作社 蘇敏逸 轉正式(備查) 

6 學藝性 MAGI 創客/幫 簡聖芬 轉正式 

7 聯誼性 陸生聯合會 蔡美玲 轉正式 

8 綜合性 如來實證社 張家銘 退場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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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老師 單位 備註

1 學藝性 iGEM合成生物學研究會 吳意珣 化工系 新聘

2 學藝性 泰德臺南社 吳光庭 建築系 新聘

3 聯誼性 泰國學生會 黃鈺珽 國際處 新聘

4 體能性 少林拳社 林慧姿 課指組 新聘

5 體能性 柔道社 林慧姿 課指組 改聘

6 聯誼性 雲林嘉義地區校友會 沈恒伃 課指組 改聘

7 聯誼性 桃園地區聯合校友會 沈恒伃 課指組 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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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聯誼性 彰化地區校友會 沈恒伃 課指組 改聘

9 體能性 溜冰社 楊月欽 衛保組 改聘

10 聯誼性 台南地區校友會 沈恒伃 課指組 改聘

11 系學會 工業設計系學會 何俊亨 工設系 改聘

12 康樂性 口琴社 林育筠 課指組 改聘

13 聯誼性 北部地區聯合校友會 沈恒伃 課指組 改聘

14 體能性 劍道社 林慧姿 課指組 改聘

15 聯誼性 竹苗地區校友會 沈恒伃 課指組 改聘

16 系學會 台灣文學系系學會 陳玉峯 台文系 改聘

17 聯誼性 大學體驗社 沈恒伃 課指組 改聘

18 體能性 重量訓練社 黃滄海 體育室 改聘

19 體能性 保齡球社 王駿濠 體健休所 改聘

20 服務性 救護團 朱朝煌 課指組 改聘

21 自治組織 服務學習中心 臧籽程 課指組 改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105學年度校外教練新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  

NO. 社團 姓名 專長證明 說明 備註 

1 餐飲廚藝社 方佳偉 技術士證照 新聘 106年無補助款 

2 合氣道社 于名讀 段位證書 新聘 106年無補助款 

決議：照案通過。因已超過105年10月15日預算提案日，故本年度無法補助教練費用。 

 

第四案  

案由：擬修改試辦社團轉為正式社團之申請表單，提請討論。 

說明： 

1. 現行法規「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八條第六點「社團試辦一年成效良好後，

應由社團聯合會報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核定。」 

2. 社團聯合會認為社團評鑑與試辦轉正式間沒有直接關聯，提案修改轉正式申請表單[附件三]

刪除「近一次社團評鑑成績」，改為繳交書面資料供委員審查，書面資料應包含: 社員及

幹部資料、章程、活動成果報告、財務狀況。 

討論：前一學期有社團因未能及時參與年度社團評鑑，導致無法如期申請轉正式的案例，考量

將社團評鑑成績列為轉正式必要條件之原意是提供委員審查參考依據，而成績應可改用其他書

面證明資料取代。 

決議：修改轉正式申請表單附件欄第六點為「近一次社團評鑑成績(課指組提供)或以下佐證資

料：社員及幹部資料、章程、活動成果報告、財務狀況。」，未來社團可擇一提供即可。 

   



3 
 

第五案 

案由：有關社團評鑑自由參加，提請討論。 

說明： 

1. 社團聯合會認為社團評鑑耗費大量行政成本，無實質回饋機制，又不影響補助經費、社

辦分配，現有獎金為優秀者獲得，可轉化為參加的誘因，認為應由社團自行決定，特此

提出欲更動法規之議案。 

2. 擬比照全國社團評鑑制度，採不強制參加，但參加會有豐厚獎賞，可以用補助的名義當

作誘因。 

3. 如通過社團評鑑自由化，須修改「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擬併於第六案討

論。此處先行討論「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資料評鑑活動實施要點」[附件四]，待學生

事務會議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修正案後補正生效。 

討論：(非逐字稿，經過文字整理，除必要的立場發言外不註明發言者) 

社聯會說明考量因素： 

A. 社團評鑑耗費社團行政成本，要花時間整理與花錢印製紙本，評鑑後卻僅回饋給社

團成績與少數得獎社團獎金獎勵，在現行無法實質回饋給社團評鑑本身做得好或不

好或是社團運行狀況如何，就可以考慮讓社團自由選擇。自由參加後，評鑑本身不

該影響社團補助經費與其他基本權利，但可增加獎勵誘因，讓社團覺得如果需要獎

金可以來繳交評鑑。 

B. 即便是全國社團評鑑的制度也是採不強制參加，是以榮譽和獎金來吸引全國的社團

參加評鑑。用誘因來吸引社團參與，已有現行的制度可以比照辦理。 

C. 如果今天通過社團評鑑自由化的話，我們就必須要修改社團輔導辦法，這邊已提出

修正對照表列於第六案裡面。 

現行國內其他大專院校校內社團評鑑的現況： 

A. 有委員提到臺灣大學採自由參加社團評鑑，虎科、政大均已廢除社團評鑑 

B. 會後調查虎尾科技大學與政治大學目前仍有社團評鑑制度，亦非自由參加。 

對於自由化後社團相關權利差異的討論： 

A. 如改制為自由參加，對沒參加的社團等於少盡了部分義務，且變成沒有辦法評量這

個社團運作情形到底如何，是否應該讓他們在權利上有差異，否則對於認真經營社

團與參加評鑑者不公平，比如在經費上面或是社辦的空間。 

B. 就現行的狀況來看，要看一個社團有沒有認真經營，可從經費核銷情形、每年的預

算審查和有無違規記點紀錄等各方面評估社團經營狀況，參加社團評鑑可以轉化成

鼓勵社團，嘉獎社團的方式，不該以此理由強制社團都要參加。 

C. 某些社團不需要申請經費也不一定常用到學校場地，就會認為參加社團評鑑沒有意

義，因此不認真完成，協助評鑑的委員也很痛苦，因為社團都亂交資料。 

D. 現在看很多評鑑的資料感覺像是抽空趕快出來弄一弄，的確也是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但也是有做得很好的。在獎賞的部分，學校有沒有經費可以撥到這邊或是場地使用

給予優待。可能要先把相關權利條列完後再來看。要考慮的比較周詳一點。 

E. 目前在社團評鑑部分已經刪減許多預算改補助到其他專案，如果要增加獎勵條件(ex：

提高獎金或是請校外評審)會需要重新考慮預算分配的問題。 

對評鑑方式的討論： 

A. 之後規劃評鑑等資料採電子化，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可以讓大家想的更清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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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獎賞方面和場地方面整個完善周詳後再做考量。需要讓課指組組務會議後再進行

討論。 

B. 會不會是社團評鑑的方式跟內容讓大家覺得做不到或者是覺得沒效益，像現在校內

評鑑就依社團意見改為沒有要求要列出服務學習績效。意思是說，如果社團的反應

是現在評鑑制度需要與時俱進的話，那接下來要討論的會是「我們要用什麼方式讓

社團可以留下傳承的資料和內容」而不是談廢除或改自由參加。像清華大學的評鑑，

他有分現場評鑑和網路評鑑，其實就是給不同規模的社團去選擇，線上的資料庫能

看每個社團每年的工作計畫、活動頻率、財務報表和成果績效。那其實用意也不說

是要長官去看說到底做得好不好，另一個更深層的用意是我可以讓你社團有地方去

存放和傳承歷史資料和社團的東西，假使沒有這樣一個平台或機制讓大家把這些東

西保留，蠻容易發生哪一屆社長把硬碟丟掉或者是水災了社團資料全毀，那這就真

的沒東西。 

C. 評鑑不是要去分高低，我們知道人有惰性，如果今天沒去要求的話，會覺得多一事

不如少一事，覺得不需要去整理社團這一年的資料然後保存，比較積極上的意義是，

不要把它叫做社團評鑑而是變成社團資料傳承，每個社團每個學期花一點時間把整

學期覺得應該要保留下來的，每學期的社課活動記錄等，對社團發展或對社團傳承

有用的東西留下來，假使說未來要做個回顧展的時候，社長不用去聯絡每一屆社長

請他們提供那一屆的資料，因為這些東西就可以上網去撈那些資料出來，甚至要去

找學長姐，都有資料庫可以搜索。理想情況是這樣，自由化後就有可能哪一屆覺得

沒有必要就少了那幾屆的東西。 

D. 所以哪些資料是基本的，既然都願意登記成一個社團來運作。把這些基本的東西透

過評鑑收集起來，有個地方讓他們保存。參加評鑑另一個面向是去挑戰整理資料和

歸納社團運作的能力，如果願意做得更完整拿來挑戰，獲取獎金，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會覺得基本上每個社團要有一個最基本的，最基本去做傳承的那一套。 

E. 坦白講因為大家都會有怠惰的心，如果今天沒有要求根本就不會花時間，或者社長

很難要求幹部做這些事。可是假使社長說我們可以不要參加評鑑，可是我們還是要

交一些基本東西，如果不交我們社辦會被收走。看來是消極的處罰，但其實也是為

了驅使幹部去做這件事情的動力，因為大家不想承受沒有社辦或經費。 

F. 評選或評鑑不管怎麼樣，最重要是要幫助社團，從那個角度去思考才是對的。像現

在形式上這樣乾脆都不要做(廢除評鑑)，等把系統做好資料上網，這是最簡單的方

法。 

G. 那些傳承的意義，就算自由化後也不會失去那些意義，如果社團想要傳承的話還是

可以參加，我們沒有禁止他參加，可是如果強行規定每個人都要參加，有些他覺得

沒有意義的還是被強行參加，就會亂做，反而失去它的意義。所以我覺得自由化就

是讓有心的社團繼續做，如果覺得不需要的就退出這個機制之外，互相參考資料讓

社團更好，這些宗旨沒有被違背。 

H. 社團E化系統就可以保存之前的資料，就現況之下每學期要登錄社團財產，還有社團

活動。覺得如果要強制的話，可以強制學期登錄除了新增幹部和社員之外，也可以

新增其他選項。 

I. 以我們社團而言，只要近五年左右我們的資料就讓我們雲端爆掉了，在網路上，我

們一學期向課指組申請兩個活動，自己再多辦一個活動。這樣子的量，就已經無法



5 
 

負荷，可以在E化系統保存的話那很好。其實我們論證的是，這些東西保存的必要性

其實是沒有那麼高的，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取代 

J. 其實我們去當評審的時候也會發覺，公立學校同學對於整個的組織的運作其實有些

根本沒有概念，反而私立學校學生他很會講，清楚整個運作情形，整個組織是怎麼

樣運作，我們是差人家差太多了。要不要評鑑這件事，在我來看，行政上維持一定

運作就好，要不就全面性的、自由或者是乾脆不要評鑑。在我來看其實社團都沒有

想要被評鑑。講自由化只是一個解脫的方法而已，與其這樣不如乾脆都不要。以目

前資料完整性來看，除了某幾個有心或有輔導參加全國比賽的社團外，其他社團是

很弱的，獎勵指會再他們身上，要把所有資源都拿去獎勵他們嗎？ 

K. 討論到現在，對這個提案，課指組還沒確切的反映出來牽扯到的法規，還有以課指

組的角度來講，也要對應校長或學校老師。還要上簽，因爲社團輔導辦法的層次比

較高。 

L. 基本上現在希望同學要思考的就是：是真的想要，不是大家都懶得參加，而是自由

地想要參加，真的有一些人想要參加；只是虛應了事，那就乾脆就不要，不要社團

評鑑沒關係，就把系統做好。但如果大家心裡想說有些社團真的不錯，其實可以讓

其他人去學習，我們就要獎勵這些社團。行政上可以讓課指組有機會去思考整個脈

絡，因為除了社審會，後面學務會議也是一關，以目前來看，自由化應該不會有太

大問題，如果整個廢除是會有問題。但是真正多數社團到底是想要自由化還是要廢

掉，希望社聯會可以做個調查。 

M. 有些社團就是要為他社團的歷史背景負責，資深的社團學長姐都會回來，做社團評

鑑就也是要跟學長姐交代之類的。就像公司會有財務帳會記錄下來，可是在有些公

司就是做個交代，有些社團是為了這個目的去做社團評鑑。 

N. 系會評鑑現行就是自由繳交，但很多系給的資料卻依然沒用心完成。似乎自由繳交

反而並不會讓評鑑質量變得更好。系會評鑑是自由繳交，院理事在審的時候，預設

既然是自由繳交，應該是基本上想要做好。但打開檔案時候發現有的系會只是把他

們的會議紀錄、有的沒的都貼上去，都是拼湊而成的。有些系提供四、五百頁的系

會評鑑資料，會讓院理事覺得要不要廢除系會評鑑。自由繳交的狀態之下競爭對手

變少可能得獎的機率比較高，所以亂交碰運氣。現在社團是強制參加，那以後自由

繳交後會不會遇到這樣狀況，可能思考一下。 

O. 就系聯會評鑑自由化結果依然出現亂做的情形，只要有評鑑度就還是會出現，那可

以用扣分或是用評分標準來改進，也不是亂做的也要給獎勵。有個現實的問題是系

會組織大、資料量多，但很多小社團其實本身的資料量本來就不多，僅是活著上一

些社課，所以不至於會有太多來亂的情形。 

決議：擬請社團聯合會於社團代表大會針對社團評鑑的未來執行方向進行調查，取得更多意

見，並請課指組依據調查結果研議相關配套的政策和修法建議，列入下次會議審議。 

 

第六案 

案由：因應上位法規修正及第五案決議，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附件五]， 

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據106年1月18日105學年度第1次臨時校務會議，將學生社團應聘請輔導老師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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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由學生社團自由選擇是否聘任社團輔導老師，決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大學組織

規程」第四十六條：學生社團得聘請輔導老師，協助社團之經營及輔導；另得聘請校外

專家指導技藝。 

2. 如第五案通過社團評鑑自由化之概念，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相關

條文。 

決議：通過修改第八條第三款及第十條有關輔導老師聘任條文，擬送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第七案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活動場地管理要點」[附件六]，提請討論。 

說明： 

1. 大學法第33條保障大學應輔導學生成立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

織，在法律規定範圍內，應享有自治權，此處所談自治權一般涵蓋其規章自治、人事自

治、財政自治。 

2. 社團聯合會日前發布公告撤回學生會之辦公空間，此舉恐影響其組織運作甚鉅，間接造

成學生自治失衡，故於本次會議討論對於學生自治組織自治地位之保障範疇。 

3. 如學生自治組織違反法規位階較低之規定，應予以不同方式進行懲處，不該剝奪會影響

其獨立運作之條件。 

4. 擬明確定議社團辦公室之範圍。 

討論：(非逐字稿，經過文字整理，除必要的立場發言外不註明發言者) 

A. 「學生活動場地管理要點」是在社審會通過的，對於第五點提到，所謂學生社團包

含系會、學生會等廣義學生社團，學生會既然有被包含在裡面，又有使用學生活動

中心場地，當然也應該算是學生活動中心的會員，要受社聯會制定的「學生活動中

心暨芸青軒管理辦法」的規範，而不是討論是否受大學法學生自治保護，要回歸到

管理要點。此外也不是強硬的收回學生會會辦，有折衷討論可以把芸青軒的管委會

辦公室給學生會作為日常業務運作的空間，不會影響他們的運作。 

B. 補充歷史脈絡：活動中心改建完後，把二樓作為行政及學生自治組織的樓層，曾討

論把學生會移到別的大樓，但認為分開的話會容易出現隔閡，讓社聯會，學生會，

系聯會與課指組都在鄰近空間，可增進互動。因此除管弦樂社、音響社因為有空間

使用需求的特殊性外，二樓規劃上是行政與學生自治組織為主。整體性規劃就是如

此，即便疏忽沒有寫在法規內，自始至終並沒有把二樓的區域授權給社聯會管理，

這是第一個要釐清的現況。第二，會出現廣義學生社團這個法條，起因是某屆管委

會排除系學會使用活動中心場地之權利，產生爭議，才在法規中明確寫入定義。[註：

可參閱102年12月16日102學年度第1次社團審議委員會臨時動議案與103年5月6日

102學年度第3次社團審議委員會第四案] 

C. 四月份課指組與社聯會、學生會對此事件進行協調時有提到，社聯會絕對有權利可

以處罰，但是不能把學生會趕出去，他們的空間不歸社聯會管轄，但要接受使用活

動中心場地的管理。那時也提到，包含像是學士學程的空間都是歸學校管理的，這

個概念有跟社聯會長釐清。 

D. 學生會表達違規的事實的確有錯，然應該要討論的是：學生會辦到底屬不屬於社聯

會的管轄範圍，更之前是有管委會，權限是整個活動中心空間的管理，成員涵蓋社

聯會跟學生會，但現在既然回歸在社聯會場地部之下，覺得是有矮化問題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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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辦法中第五點定義廣義學生社團，這條法規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學生會就不是

社團，怎麼可以把它定義是廣義的學生社團。再來就是，對於違規的處理，認同應

該要有一個共同應該遵守的規範，應該由三會的成員討論與制定，而不是只有社聯

會單方面立法，卻要其他自治組織一起遵守。最後，當初這個空間如果不是社聯會

給學生會的，是校方學務處給的，怎麼今天能由社聯會的命令來收回。 

E. 比較尷尬的是如果今天學生會沒有違規在先，現在來討論這個共同規範的話是可能

的，但今天學生會已經有既成的違規事實，既然社聯會活動部有相關的管理辦法，

應該還是要懲處。 

F. 學生會還是覺得接受懲處我們是可以的，但要把學生會踢出活動中心無法接受。質

疑社聯會的權力來源。學生會應該也沒有產權，在場大家都沒有。 

G. 回歸到最初的授權，自治組織的空間會類似藝術中心跟課指組的情況。第五點當初

是一種妥協，自治組織放棄了一些名份來交換可以跟社團一樣使用活動中心的空間，

這也給社聯會有權力站在管理單位的角度處理場地問題，把系會跟學生會納進廣義

社團確實是四不像，那是為了解決理論上學生自治組織之間沒有互相被管理的關係，

現實上也沒有完全一視同仁，像是系會營隊借用活動中心需要繳保證金，但社團可

以不用，默契上活動中心的空間也都會優先給社團借用。 

H. 學生會覺得如果今天借用活動中心的其他空間確實就是要遵守這些規定，但學生會

的辦公空間的權力來源是誰賦予的？這邊要定義清楚位階；社聯會管理活動中心的

權力來源是誰賦予的？在組織層級上也要釐清。是因為學校劃分一個空間給學生會，

那社聯會是不是可以收回這個空間，我們認為是不可以的。學生會要遵守法規，但

又沒有參與法規的制定，才造成現在這個情況。是否未來發生這樣的情況是是利用

兩會的協商來解決懲處的問題。 

I. 四月份的協商共識為學生會以協助活動中心社團清理大型垃圾來彌補過失，但後來

學生會在五月份找廠商清掃時沒有幫社團清理垃圾履行共識，所以才會有第二次主

席團會議決議既然協議沒實現只好收回會辦。 

J. 學生會提出在主席團決定要因為記十點決議收回會辦的時候有沒有讓被處罰的單位

列席解釋。社聯會表示第一次討論的時候有讓學生會列席說明，但協議學生會沒遵

守，所以第二次就直接決議後公告。 

K. 如果學生會在卸任之前接受懲處可行嗎？處罰不應該用收回社辦處理但可有其他處

罰方式，要付出比社團高的代價，服務整個活動中心為原則，用學生會的資源來幫

助活動中心的社團。 

L. 課指組：因為等等大家也要上課了，同仁也講清楚整個歷史脈絡，同意做錯事當然

要懲處，現在這個時間點修法可能有人會有疑慮是不是圖利誰，但也可以看成是遇

到問題才知道說哪些要點沒規範清楚，必須適時修正，剛剛也有提到暑假期間沒有

會辦的話。 

M. 因為領袖社被收社辦大家不會去討論他們被收社辦之後會有什麼影響，那我們就來

討論學生會被收會辦到底有什麼影響？像我去年暑假光處理一些公文跟贊助廠商的

事情、新生資料袋那些，那兩個月學生會辦每天幾乎都有在使用，確實會有使用會

辦的需求，關係到全校新生。 

N. 說到因為學生會辦是由學務處分配的所以不受社聯會管理，有聽到這幾年除了新成

立的社團有經過社聯會審議外，很多舊社團是在活動中心整修後直接由學校分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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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那是不是這些社團也不歸社聯會管理？社辦分配早在更之前的社聯會（管委

會）就有審議過了，在一活整修前已分配的社團當然在整修後就是直接進駐，並不

需要重新分配。 

O. 為什麼可以溯及既往？這不是溯及既往，只是把法規寫得更清楚，即使沒修法，現

況也是這樣。 

P. 這次的事件也很像前幾年學生議會自己修法把社聯會移出校級會議學生代表遴選委

員會，事情發生後課指組也是出來協助讓法規恢復常軌，今天開會是為了釐清模糊

的地方，是為了解決問題來討論。廣義的社團之所以出現，也是因為場地使用上有

問題，才會特別修改出這樣的條文。今天就是為了要釐清空間的管轄權，才會提出

來討論。 

Q. 如果真的要談到管理自治組織的空間，那就要讓自治組織都參與法規的制定，可能

就是要再把管委會獨立出來。 

R. 畢聯會的情況呢？畢聯會不是法定的校內學生自治組織，視同一般社團。 

決議：進行舉手表決，同意修改10票；反對0票，通過修改場地管理要點。 

 

第八案 

案由：有關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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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南友會 
雄中雄女聯合校友會 

桃園地區聯合校友會 

成功大學中友會 

轉學轉系生聯誼會 

體能性 國術研究社 
騎射協會 

成大單車社 
網球社 

綜合性 
光鹽唱詩社 

濟命學社 

滔滔社 

福智青年社 

禪學社 

法輪大法社 

學藝性 中國結社 
漫畫社 

動畫社 
從缺 

康樂性 管弦樂社 
國樂研究社 

合唱團 
從缺 

服務性 
童軍社 

慈幼社 

服務團 

醫療服務社 
從缺 

系學會 
交通管理科學系系學會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系學會 

心理系系學會 

工業設計系系學會 

都市計劃學系系學會 

護理學系系學會 

以上社團優等：圖書禮券2,000元，獎狀1紙；甲等：圖書禮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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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學會甲等從缺一名，禮券分配至嘉獎系會，每系圖書禮卷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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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 

性質 
社團數 

優等 

社團數 

甲等 

社團數 

嘉獎 

社團數 
備註 

聯誼性  26→28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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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  2→1  2  0 

綜合性  35→36  2  2  2 

學藝性  25→30  1  2  0 

康樂性  19→21  1  2  0 

服務性  16→16  1→2  2  0 

系會  44  2  3→2  5→2 

總計  172  10  15  9 

2. 評鑑丙等社團(成績未滿70分)依分數減106年度之經費補助20%。 

社團名單：台南印尼學生聯合會、熱門音樂社、扶輪青年服務團、視聽研究社、橋藝社、

映象社、新奇編織社、美妍社、文學創作社。 

3. 評鑑丁等社團(成績未達60分)停止106年度經費補助。 

社團名單：重量訓練社、圍棋社。 

決議：照案通過，擬於6月6日系會長大會及6月7日社團代表大會邀請學務長頒發獎狀。 

 

捌、臨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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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成功大學 105 學年度第 1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2 月 8 日（星期四）18:20~22:30 

貳、 地   點：課指組會議室 

參、 主   席：張同廟(21:15 後由洪菁霞主持)        紀錄: 宋佳奇、陳冠宏 

肆、 出席人員： 

洪菁霞、朱朝煌、吳昌振、林慧姿、郭昊侖、林育筠、沈恒伃、張同廟、徐珊惠、蔡丞軒、

孫楷傑、林姿儀、吳家彤、范姜承佑、趙世翔、林世祥、廖宇祥、李政翰(代賴韋任)。 

伍、 列席人員：宋佳奇、陳冠宏、盧盈均。 

陸、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105.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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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 議題討論： 

第一案 

案由：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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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藝 動態影像創作社 李國維 試辦 

2 聯誼 打狗地區聯合校友會 沈恒伃 試辦 

3 體能 柔拳道社 林慧姿 試辦 

4 綜合 亞洲法律學生會成大分會 許澤天 試辦 

5 綜合 農協院 鍾怡婷 試辦 

6 綜合 木希社 蔡佩珍 試辦 

7 學藝 日文研習競賽社 林慧姿 試辦 

8 體能 飛盤社 高實玫 試辦 

9 康樂 戲邊劇團 陳佳彬 試辦 

10 學藝 國際光電工程學會成大學生分會 徐旭政 試辦 

11 綜合 樂芙社 郭昊侖 試辦 

12 學藝 詩議會 翁文嫻 試辦 

13 所學會 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學生會 鍾秀梅 正式 

14 聯誼 馬來西亞同學會 張雋曦 轉正式 

15 康樂 音樂遊戲社 徐旭政 轉正式 

16 體能 棒球社 江達智 轉正式 

17 綜合 阿南達瑜伽社 陳昌明 轉正式 

決議：轉正式社團加入阿南達瑜伽社，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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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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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老師 單位 備註

1 學藝 動態影像創作社 李國維 政治系 新聘

2 聯誼 打狗地區聯合校友會 沈恒伃 課指組 新聘

3 體能 柔拳道社 林慧姿 課指組 新聘

4 綜合 亞洲法律學生會成大分會 許澤天 法律系 新聘

5 綜合 農協院 鍾怡婷 人社中心 新聘

6 綜合 木希社 蔡佩珍 醫技系 新聘

7 學藝 日文研習競賽社 林慧姿 課指組 新聘

8 體能 飛盤社 高實玫 外文系 新聘

9 康樂 戲邊劇團 陳佳彬 藝研所 新聘

10 學藝 國際光電工程學會成大學生分會 徐旭政 光電系 新聘

11 綜合 樂芙社 郭昊侖 課指組 新聘

12 所學會 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學生會 鍾秀梅 藥理所 新聘

13 學藝 詩議會 翁文嫻 中文系 新聘

14 學藝 孝諦佛學社 陳榮杰 研究總中心 改聘

15 系學會 水利及海洋工程學系會 羅偉誠 水利系 改聘

16 康樂 魔術社 林育筠 課指組 改聘

17 體能 水上活動社 黃彥慈 體育室 改聘

18 綜合 滔滔社 古承宗 法律系 改聘

19 系學會 會計學系會 王澤世 會計系 改聘

20 系學會 統計學系會 馬瀰嘉 統計系 改聘

21 系學會 歷史學系會 張勝柏 歷史系 改聘

22 系學會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會 賴維祥 航太系 改聘

23 系學會 護理學系系學會 林靜蘭 護理系 改聘

24 體能 截拳道社 林慧姿 課指組 改聘

25 康樂 流行舞蹈研習社 徐珊惠 體健休所 改聘

26 康樂 音響社 詹一郎 軍訓室 改聘

27 系學會 中國文學系會 林朝成 中文系 改聘

28 系學會 企業管理系學會 葉桂珍 企管系 改聘

29 系學會 地球科學系會 楊耿明 地科系 改聘

30 康樂 流行音樂歌唱社 林育筠 課指組 改聘

31 綜合 證卷投資研習社 蔡群立 經濟系 改聘

32 系學會 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系學會 夏育群 航太系 改聘

33 所學會 教育研究所所學會 董旭英 教研所 改聘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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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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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藝 文藝社 社團自行提出退場申請。 

決議：文藝社因階段性任務完成，社長表示無意繼續經營，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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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合唱團 蘇  屹 藝術學碩士學位證書 新聘  

2 網球社 戴伯勳 C級教練證照 新聘  

3 流行音樂歌唱社 張佳鎔 歌唱聲音教學系統教師證書 新聘  

4 如來實證社 吳武易 師資證明書 新聘  

5 國際標準舞蹈社 蔡孟芮 競賽獎狀 新聘  

6 鋼琴社 姚逸軒 南藝大學士學生證 新聘 缺良民證

7 鋼琴社 曾晧娪 鋼琴演奏研究所 新聘  

8 心理研究社 黃孝猷 張老師結業證書 新聘  

9 管弦樂社 黃懷德 樂團資歷證書 新聘  

10 美術社(水彩) 李侑倩 學士證書、救國團講師 新聘  

11 美術社(西畫) 林祐宏 學士證書 新聘  

12 園藝社 張皓程 學士證書.聘書 新聘  

13 園藝社 黃錦屏 農改場 新聘  

14 陶藝泥巴社 鍾韋震 聖功女中聘書(103年) 新聘  

15 登山社 方柏崴 CBT檢定 新聘  

16 國術社 許聰嚴 個人簡歷 新聘  

17 合氣道 黃富逸 合氣道協會證書 新聘  

18 棒球社 林東興 C級教練證 新聘  

19 戲邊劇團 汪兆謙 北藝大碩士學位證書 新聘  

決議：鋼琴社姚逸軒教練缺少良民證，已善盡義務多次通知補交，依據「學生社團校外專家聘

任與補助要點」第五條不予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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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106年度校外教練經費補助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共27個社團，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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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蘇  屹* 19 國際標準舞蹈社 蔡孟芮* 

2 國樂研究社(大團) 張益誠 20 鋼琴社(流行) 姚逸軒* 

3 國樂研究社(古箏團) 佘淑慧 21 鋼琴社(古典) 曾晧娪* 

4 濟命學社 謝正彥 22 心理研究社 黃孝猷* 

5 舞蹈社(民族) 洪伊蕾 23 中國結社 王鶯諭 

6 舞蹈社(現代) 李佩珊 24 騎射協會 方芝蓁 

7 舞蹈社(芭蕾) 張護邁 25 乒乓社 謝東融 

8 舞蹈社(爵士) 蔡芷菁 26 八極拳社 李政騏 

9 世界舞蹈社 莊毓婷 27 空手道社(基本) 謝國城 

10 吉他社 陳俊羽 28 空手道社(對打) 田斯宇 

11 流行音樂歌唱社 張佳鎔* 29 動畫社 吳宗展 

12 爵士樂社 郭俊昇 30 網球社 戴伯勳* 

13 口琴社 黃渝雯 31 美術社(書法) 連武成 

14 象棋社 郭宸銘 32 美術社(水彩) 李侑倩* 

15 如來實證社 吳武易* 33 美術社(西畫) 林祐宏* 

16 園藝社 張皓程* 34 陶藝泥巴社 鍾韋震* 

17 園藝社(實作) 黃錦屏* 35 登山社 方柏崴* 

18 國術社 許聰嚴* 36 合氣道 黃富逸* 

            *代表本次會期新聘。 

  1.鋼琴社社課為兩位校外教練共同進行學期課程，是否分別補助請討論。 

  2.因年度預算有限，校外教練總預算經費來源擬請討論。 

決議： 

1. 鋼琴社姚逸軒教練因聘案未通過，不予補助。 

2. 年度預算此部分過往維持在20萬元左右，今年度提出申請的社團數量暴增，但學校

總體預算沒有增加，課指組會議討論後建議恢復總額20萬控管，105年度平均每位教

練每學期調降為2,800元，對校外教練預算經費進行修正提案，第一輪表決結果：         

a. 維持原案每學期4,000元。人數：6票 

b. 上半年維持每學期4,000元，下半年改為每學期2,800元。人數：4票 

c. 改為總額20萬元控管，約為每學期2,800元。人數：3票 

因單一票數未過半，故重新討論。 

3. 同意方提出應考量社團於簽核公文時可能已跟教練說明補助額度，且此經費補助也

適用於社團身上，僅是項目改變。反對者認為會排擠其他社團活動經費的額度。第

二輪重新提案，表決結果： 

a. 維持原案每學期4,000元。人數：8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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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為總額20萬元控管，約為每學期2,800元。人數：6票 

單一票數仍未過半，再行重新討論。 

4. 同意方提出實際核銷校外教練經費時仍有需要提交授課成果可以把關，過去也有社

團申請後未核銷的情況，且可以由未確實核銷的社團活動經費流用，故仍應先編足

預算。校內輔導老師如改為自由化也會釋出部分經費，此期間如果新成立社團或改

聘輔導老師建議社聯會宣傳由已擔任其他輔導老師之教職員或課指組承辦人擔任。

第三輪提案，表決結果： 

是否維持原案每學期4,000元。同意：10票，反對：3票。 

5. 通過35位校外教練，每位每學期補助4,000元，所需經費共計28萬元整，因預算已於

會期前提出，不足8萬元部分待106年度經費核定後再由學生活動經費流用。 

第六案 

案由：擬修改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資料評鑑活動實施要點[附件三]，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據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五章第四十三條明定系學會屬於校內學生自治團體，然現行評鑑

制度將系學會與一般學生社團同等看待，實際執行面窒礙難行，且與現行相關法規多有牴

觸。擬請討論修正實施要點，遵循學生自治精神在制度上予以系學會聯合會有較大彈性進

行評鑑相關工作。 

2. 105年5月10日104學年度第2次社團審議委員會增列嘉獎獎項，是否修法列入施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擬修改國立成功大學系學會聯合會組織辦法[附件四]，提請討論。 

說明：原組織辦法多處與現況不符，擬進行條文修正。 

決議： 

1. 補充第四條會長之產生方式由系會長大會選舉產生。 

2. 將第五條第四款爭取學生相關權益放置於第五條第二款後，並拿除「學生」二字 

3. 其餘條文照原案通過。 

 

第八案 

案由：擬訂定「國立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場地收費要點」(草案)[附件五]，提請審議。 

說明： 

1. 依據105年5月10日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由課指組草擬要點。 

2. 經105年10月21日課指組組務會議確認草案內容。 

3. 檢附「國立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費管理要點」供參。 

擬辦:討論通過後，續提學務主管會議審議。 

決議: 

1. 考量如合唱團等社辦確實有外借的需求，因審查借用時仍可控管，第二點加入社團辦公室。

合唱團表示願意以社團辦公室的名義納入場地收費。 

2. 考量營隊等活動都在假日或是夜間，第三點刪除時間限制，於審查借用時控管。 

3. 校內其他單位或校外單位借用場地時公文都需要會簽社團聯合會確保社團優先使用權利，

且同一時段不建議全部可用場地都外借，須有所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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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大型系校、國際活動協調讓出場地時須充分保障已借用社團有其他替代場地使用。 

5. 第六點之相關場地法規包含社團聯合會制定之規則與「學生活動場地管理要點之規定」。 

6. 第七點商業交易行為不易定義，故刪除「不得有交易商業行為」條文，改由申請時審查。 

7. 修改場地收費標準表將音樂教室、視聽教室、合唱團收費提高到每小時 1,000 元。 

8. 無異議照案通過。 

9. 代管空間管理辦法：收取場地費 10%作為社團維護費用之提案否決，附帶決議代管社團的

所需的耗材(白板筆、電池)可向課指組申請。活動後場地清潔如未完成，請代管社團立即

提出具體事證，由課指組沒入借用單位之保證金另聘工讀生清潔，修改第一點條文為「場

地修繕及相關耗材費用」。 

10. 各空間安排修繕順序：考量地對外借用頻率，次數高者優先，並由社聯會內部討論排序。 

11. 注意事項第五點校內個人申請改由統一專簽課指組處理，改為「校內個人申請專簽課指組

處理」。 

12. 注意事項第六點「收費之營隊或售票之展演活動」條文改為「收費之活動」。 

13. 新增注意事項第七點，對於校內營隊營前訓比照校內社團不收取場地費，由社團聯合會另

訂辦法收取保證金，營期比照校內單位收費，進行投票表決，贊成人數：10 票，通過。 

 

第九案 

案由：土風舞社擬更名為世界舞蹈社，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據105年6月3日期末社大決議並於6月7日期末晚會表演經社員投票產生新社名。 

2. 目的係改變外人對社團的第一印象，亦徵詢過畢業社友意見。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案由：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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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212元整；設備費400,00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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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5,487 1,101,812   

系會活動經費 1,002,790 300,000   

學生會活動經費 350,000 350,000  

器材經費 
1,464,140

162,400   

設備費 設備器材費 400,000 1 萬元以上 

決議： 

1. 綜合性：器材經費部分有幾個社團都提出投影筆需求，由社聯會內部討論是否統一採購會

產借用，其他部分無異議通過。 

2. 學藝性：無異議照案通過。 

3. 體能性：無異議照案通過。 

4. 康樂性：無異議照案通過。 

5. 聯誼性：無異議照案通過。 

6. 服務性：形象團為試辦性社團，不符合申請資格，刪除補助費用，其他部分照案通過。 



16 
 

7. 系會與學生會活動經費初審額度照案通過，細項分配由院理事會議與學生議會審查。 

8. 扣除形象團1萬元預算，共計業務費1,914,212元整；設備費400,000萬元整。待校方總體經

費核定，如有減少再另行討論分配。 

 

第十一案 

案由：社團聯合會提案學生活動中心頂樓使用是否重新審議，提請討論。 

說明： 

1. 學生活動中心頂樓之禁止使用，以從10月初經課指組告知極限滑輪社於此地活動，有安全

上之疑慮，因此即刻起採取簽呈上簽之方式審核場地。然於105年10月21日課指組組務會

議中，確立頂樓完全禁止使用，待學務長審核組務會議紀錄後方可實施。 

2. 本會為維護社團場地使用權利，因此提出以下幾點疑慮以及場地事後輔助措施。 

a. 此次活動中心頂樓之禁用係屬極限滑輪社於不當之場地作為活動，如因此由而限制並

禁制所有學生活動，此比例原則其恰當與否仍須評估，希冀切勿因個案而造成學生活

動全數禁止。 

b. 校方以活動中心頂樓圍牆過低以及以防頂樓磁磚龜裂導致活動中心漏水為由禁止學生

活動，本會希冀以正面積極的態度處理此案，而非禁止學生活動為主。 

c. 本會希冀於社審會中重新討論頂樓適用之活動內容而非一味全然禁止，應以活動性質

作為審核標準，並正面列舉出適用之活動或是反面列舉高危險性活動以禁止，而使得

學生活動得以適從。 

d. 本會建議校方提撥修繕經費將頂樓圍牆架設相關安全防護措施。 

決議： 

1. 頂樓完全禁止使用不符合事實，目前合唱團與登山社等仍有通過簽核使用，但考量安全以

及場地防水維護，希望各社團仍能優先使用其他替代場地進行活動。 

2. 社聯會希望未來簽核能授權由社聯會依據社團活動情況來審查頂樓活動的核准與否。 

3. 安全與場地防水層會因使用被破壞是目前考量的兩個最重要的疑慮，如果要同意社團使用

必須由此解決，對於安全的部分可考慮於現場圍牆邊設置警戒線(向課指組借用紅龍)，並

以音樂會或驗系等靜態活動為主，舞會等動態活動應另尋其他合宜場地；在防水層敷面破

壞部分硬體器材、桌椅等限制架設於木板平面，並須注意搬運過程中由靠近雲平大道側的

電梯或安全門進入，參與人員可站立或坐在地板上。 

4. 不修法將頂樓列入公共空間，仍維持需要專案簽准方可使用，如未違反上述原則，決行時

應尊重社聯會的審查意見。 

5. 此事因資訊有落差眾說紛紜引起學生質疑，請課指組要提出說帖，學生會與社聯會可以代

為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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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案由：社團聯合會提案有關園藝社搬遷費用，提請討論。 

說明： 

1. 園藝社原社辦位於學生活動中心四樓與頂樓設有該社之相關財產以利植栽，然於105年暑

假時，與課指組協調後同意搬遷至芸青軒活動中心一樓，而此次的搬遷費總共為8,000元

整，課指組總補助額為3,000元整，略顯不足，希冀再額外補助2,000元整，因此於105年

10月20日於課指組會議室協議將此案列管至社審會審理。 

2. 該社認為此次搬遷為課指組主動商榷搬遷，並非該社原意，因此認為課指組補助額應大於

該社所負擔之費用。 

3. 該社經由此次搬遷已無其他社款可以使用，瀕臨無法維持社團基本之運作。 

決議： 

1. 本案補充說明如下： 

a. 園藝社辦搬遷主因是社辦環境清潔維護不佳，104年9-11月間台南地區登革熱疫情嚴峻，

稽核人員多次稽查發現陽性容器，要求改善園藝社陽台區域，考量芸青軒一樓草坪相

對活動中心4樓陽台更適合培養植栽，經課指組組務會議討論後商請園藝社進行搬遷，

也獲得當任社長同意。 

b. 以費用較高的吊車吊掛進行搬遷的方式是由園藝社提出，於最初協調搬遷費用分擔時

園藝社並無表示補助額度3,000元不足。 

c. 考量園藝社搬遷至芸青軒產生的後續維護費用，已於106年度活動與器材經費申請酌情

補足。 

d. 針對本提案需求，如決議通過再行補助該社2,000元，需請社團憑據核銷。 

2. 是否於105年度額外補助園藝社2,000元，表決結果：贊成2人，反對10人。 

 

捌、臨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是否接受文學創作社申請轉正式社團，提請討論。 

說明：文學創作社未及於本次會期提出核准簽呈，然社團負責人表示轉正式社團的必要條件中

對於社團評鑑的部分因一年僅辦理一次，前一次沒有參加，希望可以於本次會議中補送審查資

料。 

決議：同意補件，於會後完成相關程序，如符合條件即同意轉正式申請，並於下次會議備查。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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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成功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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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申請試辦與正式社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轉正式社團加入阿南達瑜伽社，其餘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社團管理系

統名單更新。 

解除列管 

第二案  案由：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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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社團退場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文藝社因階段性任務完成，社長表示無意繼續經營，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社團管理系

統名單更新。 

社團聯合會沒入社費 

解除列管 

第四案  案由：105 學年度校外教練新聘與改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鋼琴社姚逸軒教練缺少良民證，已善盡義務多次通知補交，依據「學生社團校外

專家聘任與補助要點」第五條不予聘任。 

依決議辦理，社團管理系

統名單更新。 

解除列管 

第五案  案由：106 年度校外教練經費補助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鋼琴社姚逸軒教練因聘案未通過，不予補助。 

通過35位校外教練，每位每學期補助4,000元，所需經費共計28萬元整，因預算已於會

期前提出，不足8萬元部分待106年度經費核定後再由學生活動經費流用。 

依決議辦理。 解除列管 

第六案  案由：擬修改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資料評鑑活動實施要點，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已公告實施。 解除列管 

第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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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其餘條文照原案通過。 

105.12.23 學生事務會議

通過後公告實施。 

解除列管 

第八案  案由：擬訂定「國立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場地收費要點」(草案)[附件五]，

提請審議。 

決議：(略) 

105.12.12 學務主管會議

通過，校長核備後實施。

解除列管 

第九案  案由：土風舞社擬更名為世界舞蹈社，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社團管理系

統更新。 

解除列管 

第十案  案由：106年度社團經費、社團設備器材預算審核，提請討論。 

決議：(略) 共計業務費 1,914,212 元整；設備費 400,000 元整。 

依決議辦理，106 年核定

總預算為業務費 178 萬

7,790 元；設備費 40 萬

元。 

解除列管 

第十一案 案由：社團聯合會提案學生活動中心頂樓使用是否重新審議，提請討論。 

決議：(略) 

依決議辦理。 解除列管 

第十二案  案由：社團聯合會提案有關園藝社搬遷費用，提請討論。 

決議：不額外補助園藝社 2,000 元，於 106 年度活動與器材經費申請酌情補足。 

依決議辦理。106 年園藝

社活動補助 4,050 元，器

材 7,425 元 

解除列管 

臨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是否接受文學創作社申請轉正式社團，提請討論。 

決議：同意補件，於會後完成相關程序，如符合條件即同意轉正式申請，並於下次會議

備查。 

已列入本次會議備查。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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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成功大學 學生社團轉正式申請書 

組織團體性質 
□ 綜合性 □學藝性 □康樂性  

□ 服務性 □體能性 □聯誼性  

社團名稱 
中文： 

英文： 

附件 

請依下列順序裝訂 

一、申請書 

二、組織章程 

三、近一學期社團成員名單(可至社團管理系統列印) 

四、近一學期社團活動紀錄(可至社團管理系統列印) 

五、社員大會會議紀錄(向會員宣布申請轉正式內容) 

六、近一次社團評鑑成績(課指組提供) 

社長：(簽章) 

學號： 

系級： 

電話： 

E-mail： 

課指組：(簽章) 學務處：(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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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暨系學會資料評鑑活動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一、為促進本校學生社團（系學會）詳

實建立活動、財物等紀錄，健全社團組

織藉由資料評鑑以提昇社團活動之品

質，並遴選出優秀社團參加全國大專校

院社團評鑑，依據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

團輔導辦法第二十五條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促進本校學生社團（系學會）詳

實建立活動、財物等紀錄，健全社團組

織藉由資料評鑑以提昇社團活動之品

質，並遴選出優秀社團參加全國大專校

院社團評鑑，特訂定本要點。 

明訂母法

來源。 

三、評鑑對象 

凡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准登記

之學生社團、務必參加評鑑；系學會與

其他學生自治組織採自由參加。 

三、評鑑對象 

凡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准登記

之學生社團務必參加評鑑；系學會與其

他學生自治組織自由參加。 

修改將評

鑑列為自

由參加。 

五、    評鑑等級及獎懲 

 （一）依綜合、學藝、康樂、服務、體能、聯

誼、系學會等性質分類，評鑑等級分優等、甲

等、乙等、丙等、丁等、嘉獎。五級 

1.優等：成績達 90 分以上之社團，可獲頒獎狀

乙張，圖書禮券貳仟元，另發給社團輔導老師

獎狀乙紙。 

2.甲等：成績達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之社團，

可獲頒獎狀乙張，圖書禮券壹仟元，另發給社

團輔導老師獎狀乙紙。 

3.乙等：成績達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之社團。

4.丙等：成績達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之社團，

依照評鑑分數酌減其經費補助，且得選擇補評

鑑一次，補評鑑分數達 70 分之社團，不減其經

費補助。 

5.丁等：成績未達 60 分之社團，需強制補評鑑

一次，補評鑑分數達 70 分之社團，不減其經費

補助，成績達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之社團，

依照評鑑分數酌減其經費補助，成績未達 60 分

之社團，停止其經費補助。 

6.丙等、丁等補評鑑之社團，評鑑分數最高為

70 分。 

7.嘉獎：成績達 80 分以上，擇優頒發獎狀乙

張，另發給社團輔導老師獎狀乙紙。 

五、    評鑑等級及獎懲 

 （一）依綜合、學藝、康樂、服務、體能、聯

誼、系學會等性質分類，評鑑等級分優等、甲

等、乙等、丙等、丁等五級 

1.優等：成績達九十分以上之社團，可獲頒獎

狀乙張，圖書禮券貳仟元，另發給社團輔導老

師獎狀乙紙。 

2.甲等：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之社

團，可獲頒獎狀乙張，圖書禮券壹仟元，另發

給社團輔導老師獎狀乙紙。 

3.乙等：成績達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之社

團。 

4.丙等：成績達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之社

團，依照評鑑分數酌減其經費補助，且得選擇

補評鑑一次，補評鑑分數達七十分之社團，不

減其經費補助。 

5.丁等：成績未達六十分之社團，需強制補評

鑑一次，補評鑑分數達七十分之社團，不減其

經費補助，成績達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之

社團，依照評鑑分數酌減其經費補助，成績未

達六十分之社團，停止其經費補助。 

6.丙等、丁等補評鑑之社團，評鑑分數最高為

七十分。 

7.嘉獎：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擇優頒發獎狀乙

張，另發給社團輔導老師獎狀乙紙。 

 

（三）社團選擇無故不參加評鑑者，須

限期補送資料至課指組補評鑑，成績最

（三）社團無故不參加評鑑者，須限期

補送資料至課指組補評鑑，成績最高不

因應評鑑

自由化，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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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不得高於七十分，並減其經費補助

20%，成績未達六十分者，停止其經費

補助、收回社團辦公室。及公用器材設

備之借用，未補評鑑者依社團輔導辦法

第六條規定，予以解散。 

得高於七十分，並減其經費補助 20%，

成績未達六十分者，停止其經費補助及

公用器材設備之借用，未補評鑑者依社

團輔導辦法第六條規定，予以解散。 

除不參加

評鑑之退

場機制。並

收回部分

福利。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暨系學會資料評鑑活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1年 10月 30日社團審議委員會通        過 

中華民國 91年 06月 07日社團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年 12月 10日社團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年 12月 08日社團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年 04月 15日社團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年 12月 08日社團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    為促進本校學生社團（系學會）詳實建立活動、財物等紀錄，健全社團組織藉由資料評鑑

以提昇社團活動之品質，並遴選出優秀社團參加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特訂定本要點。 

二、      評鑑委員 

由課外活動指導組統籌組成評鑑委員會，成員包含：課指組師長、社團聯合會成員、系學會聯合

會成員、校內外相關專業老師。 

三、      評鑑對象 

凡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准登記之學生社團務必參加評鑑；系學會與其他學生自治組織自由

參加。 

四、      評鑑方式 

 （一）平時考核（佔 20%） 

 1.  由社聯會主席團依據社團出席社聯會之例行活動（期初、期末之社代會、委員會等）依出

席、請假、無故缺席給予 2、1、0分（佔 10%）。 

 2.  依據活動申請（佔 3%）、經費申請（佔 3%）之違規比例扣分。 

 3.  特殊事項，例如社團參與全國性比賽得獎者、舉辦全國性之活動者、積極改善成大社團活

動環境者、對學校及學生有正面意義之貢獻者等（佔 4%）。 

 （二）資料評鑑（佔 80%） 

 1.  每學年下學期期初辦理資料評鑑。 

 2.  各社團需派一至二名代表於資料評鑑時向評審委員展示並解說社團資料。 

 3.  評分標準：依前一年度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評分標準表辦理。 

  (三)系學會之評鑑方式由系學會聯合會另定之。 

五、    評鑑等級及獎懲 

 （一）依綜合、學藝、康樂、服務、體能、聯誼、系學會等性質分類，評鑑等級分優等、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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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等、丙等、丁等五級 

 1.優等：成績達九十分以上之社團，可獲頒獎狀乙張，圖書禮券貳仟元，另發給社團輔導老師

獎狀乙紙。 

 2.甲等：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之社團，可獲頒獎狀乙張，圖書禮券壹仟元，另發給

社團輔導老師獎狀乙紙。 

 3.乙等：成績達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之社團。 

 4.丙等：成績達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之社團，依照評鑑分數酌減其經費補助，且得選擇補

評鑑一次，補評鑑分數達七十分之社團，不減其經費補助。 

 5.丁等：成績未達六十分之社團，需強制補評鑑一次，補評鑑分數達七十分之社團，不減其經

費補助，成績達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之社團，依照評鑑分數酌減其經費補助，成績

未達六十分之社團，停止其經費補助。 

   6.丙等、丁等補評鑑之社團，評鑑分數最高為七十分。 

   7.嘉獎：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擇優頒發獎狀乙張，另發給社團輔導老師獎狀乙紙。 

（二）獎項名額：依各性質分配優等獎名額 10個，甲等獎名額 15 個，得視當年度之實際 

              得分酌增減優、甲等名額。 

（三）社團無故不參加評鑑者，須限期補送資料至課指組補評鑑，成績最高不得高於七十  

      分，並減其經費補助 20%，成績未達六十分者，停止其經費補助及公用器材設備之 

      借用，未補評鑑者依社團輔導辦法第六條規定，予以解散。 

六、  本要點經社團審議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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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六條：學生社團活動有違反法令、校規、

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其活動與社團宗

旨不合者，或無故未參加社團評鑑者，得

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由學生事務

處解散之。 

第六條：學生社團活動有違反法令、校

規、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其活動與社

團宗旨不合者，或無故未參加社團評鑑

者，得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由學

生事務處解散之。 

刪除未參評

鑑之退場機

制。 

第八條第三款 

應得聘任輔導老師一人。 

第八條第三款 

應聘任輔導老師一人。 
輔導老師聘

任自由化 

第十條：社團成立時應登記下列事項： 

一 社團章程。 

二 社團輔導老師及校外教練之資料。 

三 幹部及社員名冊。 

社團成立大會後，未予登記者，不得活

動，學生事務處並得限期登記，逾期不

登記者，得撤銷其許可。 

未聘任社團輔導老師之社團由業務承辦

人員代理其行政職權。 

第十條：社團成立時應登記下列事項： 

一 社團章程。 

二 社團輔導老師及校外教練之資料。 

三 幹部及社員名冊。 

社團成立大會後，未予登記者，不得活

動，學生事務處並得限期登記，逾期不

登記者，得撤銷其許可。 

輔導老師聘

任自由化。 

明訂行政職

權之歸屬。 

第二十三條：學生社團得應接受定期評

鑑，評鑑日期由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定之。

第二十三條：學生社團應接受定期評鑑，

評鑑日期由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定之。 

評鑑自由

化。 

第二十五條：學生社團評鑑之結果，由學

生事務處依其優劣，另定要點分別獎懲，

若拒絕接受評鑑者，得依本辦法第六條予

以解散。 

第二十五條：學生社團評鑑之結果，由學

生事務處依其優劣，分別獎懲，若拒絕接

受評鑑者，得依本辦法第六條予以解散。 

刪除未參評

鑑之退場機

制。 

第二十七條：學生社團之評鑑成績未滿七

十分者，得酌減其補助；其成績未滿六十

分者，得停止補助。 

第二十七條：學生社團之評鑑成績未滿七

十分者，得酌減其補助；其成績未滿六十

分者，得停止補助。 

刪除條文，

獎懲內容另

以要點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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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85 年 06 月 11 日學務會議修訂

87 年 12 月 29 日學務會議修訂

88 年 06 月 04 日學務會議修訂

89 年 12 月 21 日學務會議修訂

91 年 05 月 31 日學務會議修訂

93 年 05 月 14 日學務會議修訂

103 年 12 月 19 日學務會議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六條

訂定之。 

第二條：為協助學生人格開展，促進學生發展與學習，鼓勵學生參與社團活動，充實休閒生

活，培養研究興趣，增進自治及服務能力為宗旨。 

第三條：學生社團，分為下列六種： 

一 綜合性社團 以涵蓋多種性質為目的之社團。 

二 學藝性社團 以學術研究及技藝為目的之社團。 

三 康樂性社團 以提倡正當休閒康樂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四 體能性社團 以加強體能鍛鍊為目的之社團。 

五 服務性社團 以推展社會服務為目的之社團。 

六 聯誼性社團 以促進聯誼砥礪情操為目的之社團。 

各性質社團應成立委員會，推選主席一人，對外代表該性質社團出、列席各項會議。

各性質社團主席組成社團聯合會，負責促進、推動及協調各學生社團之活動，並選

出會長一人，對外代表社團出、列席各項學生社團之相關會議。 

第四條：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學生社團之成立、解散、經營、管理、經

費審核、評鑑、獎懲、輔導老師及校外教練聘任資格等相關事宜，成員由學生社團

幹部、學生自治團體幹部、學校行政人員、教師等共同組成，並得邀請校外人士參

與，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學生社團由學生事務處輔導之。 

學生事務處為輔導社團，得檢查社團活動記錄、財務狀況及各種必要資料，並定期

辦理社團評鑑。 

學生社團活動如有重大困難，學生事務處得經社團輔導老師同意，依個案派員作特

別輔導。 

第六條：學生社團活動有違反法令、校規、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其活動與社團宗旨不合

者，或無故未參加社團評鑑者，得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由學生事務處解散

之。 

 

第二章  學生社團之成立 

 

第七條：學生發起組織之社團，若宗旨不適當、與成立條件不符、試辦成效不彰、或校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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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性質之社團，學生事務處得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不予成立。 

第八條：學生社團之成立： 

一 應有二十人以上連署書。 

二 應擬定社團組織章程之草案。 

三 應聘任輔導老師一人。 

四 各性質社團主席接受社團成立之申請後，應送學生社團聯合會初審，再由學生

社團審議委員會進行複審，複審通過後為試辦社團。 

五 試辦社團應於一個月內召開籌備會議，通過章程草案，推選主席及幹部。 

六 社團試辦一年成效良好後，應由社團聯合會報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核定。 

七 社團經核定通過後，即應召集成立大會並推選負責人及幹部。 

八 社團成立大會依章程組織社團，由負責人報請學生事務處辦理登記。 

第九條：學生社團組織章程，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 名稱。 

二 訂定、修定章程之年、月、日。 

三 宗旨。 

四 組織與職掌。 

五 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之條件。 

六 社員之權利及義務。 

七 幹部名額、權責、任期及其選任及解任。 

八 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九 經費之收取與管理。 

十 章程之修改。 

第 十 條：社團成立時應登記下列事項： 

一 社團章程。 

二 社團輔導老師及校外教練之資料。 

三 幹部及社員名冊。 

社團成立大會後，未予登記者，不得活動，學生事務處並得限期登記，逾期不登記

者，得撤銷其許可。 

第十一條：學生社團登記事項有不符合許可條件者，學生事務處得限期令其補正，逾期不補

正者，得拒絕其登記，並依前條處理。 

第十二條：社團成立之許可經撤銷者，其發起人於六個月內，不得再為同一社團之發起人。

 

第三章  學生社團之組織 

 

第十三條：學生社團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決議機構。 

下列事項應經社員大會決議： 

一 章程變更。 

二 負責人之選舉及罷免。 

三 社員之開除。 

四 社團之自行解散。 

社團名冊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結束前陳報，如未陳報列為社團考核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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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社員大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並作成紀錄。 

社員大會之決議，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以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社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作成之。 

前條第二項之決議，以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作成之。 

第十五條：社員大會之決議違反法令、校規、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章程者無效。 

第十六條：社團應置負責人乙名，對外代表社團，對內執行職務。 

第十七條：社團負責人得連選連任乙次，學生學業成績出現二分之ㄧ不及格者或因故出缺

時，應立即改選。 

第十八條：學生事務處辦理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社團負責人應出席該研習會；如因故不

能出席者，得委託社團幹部代表出席，無人出席者，不發給證書，並列為社團評

鑑缺失。 

 

第四章  學生社團之活動 

 

第十九條：社團因活動需要，得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配借辦公室及財產設備，

其配借要點另訂之。 

第二十條：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備，並請輔導老師輔導。

活動之申請、補助費用之請領、活動場地及器材之借用、海報之張貼及財務之處

理，應依本校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要點辦理之。 

第二十一條：學生社團對校外活動或行文，應經學生事務處核准。邀請校外社團或人士參加

活動時亦同。各社團如舉辦旅遊、參觀、登山、比賽等活動得辦理加保手續，

並商請輔導老師、教師、教官或學務人員擔任領隊；若上述人員無法帶領，則

應於活動申請時說明理由並簽註合適人選送學務處核備後，始可辦理活動。 

第二十二條：本辦法對於學生社團活動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校規有關之規定辦理。

 

第五章 學生社團之評鑑 

 

第二十三條：學生社團應接受定期評鑑，評鑑日期由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定之。 

第二十四條：學生社團之評鑑，以其組織、活動、經費運用、目的績效及對同學或社會影響

為重點。 

第二十五條：學生社團評鑑之結果，由學生事務處依其優劣，分別獎懲，若拒絕接受評鑑者，

得依本辦法第六條予以解散。 

 

第六章 學生社團之獎懲與補助 

 

第二十六條：學生社團合於左列情形之一，著有績效者，得酌予獎勵： 

一 激勵同學自強愛國情操。 

二 服務同學、地方或社會。 

三 表現良好，增進校譽。 

四 安定求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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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高讀書風氣。 

六 宣揚政令，奉行國策。 

        學生社團評鑑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亦得酌予獎助。 

第二十七條：學生社團之評鑑成績未滿七十分者，得酌減其補助；其成績未滿六十分者，得

停止補助。 

第二十八條：學生社團負責人、工作人員、或其成員所為之活動，或發表之文件或刊物有下

列行為之一者，依校規提付懲戒之： 

一 違背國策及政府法令者。 

二 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校頒法規者。 

三 妨礙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四 惡意攻訐有損學校聲譽者。 

五 散布謠言或聚眾要挾者。 

六 侵占社團或公共財物者。 

七 損毀或浪費公共財物，情節重者。 

八 言詞粗劣或行為失檢，且不服勸導，有忝學生之風度者。 

學生社團其有前項情形之一者，學校得斟酌情節，令該社團停止活動、改組、

或解散。 

第二十九條：以不正當方法干擾社團正常活動者，得依校規處罰之。 

 

第七章  社團輔導老師之任用與職責 

 

第 三十 條：社團輔導老師協助學生社團經營與管理；校外教練指導學生專業技能課程。 

第三十條之一：社團輔導老師及校外教練之任用應依性侵害防治法之相關規定進行審核。如

有性侵害之犯罪紀錄、經學校相關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

害、性霸凌行為屬實者，應予以不續聘或解聘。 

第三十一條：社團輔導老師應參與訂定社團年度計畫及行事曆，並輔導社團招生等重要活動。

第三十二條：輔導老師得列席輔導社團各項會議，會議記錄經輔導老師簽署後備查。 

第三十三條：學生社團出版作品或舉辦活動後，應填寫成果報告表，經輔導老師簽署後送學

生事務處備查。 

第三十四條：學生社團之經費收支日記簿於學期結束前，經輔導老師簽認，向全體社員公布，

列為社團評鑑重點。 

第三十五條：輔導老師應給予學生參與社團活動及數目之必要建議與協助。 

第三十六條：校外教練之課程教學費用由社團自付，學校得視需要酌予補助。 

第三十七條：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六]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活動場地管理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二、學生活動場地包括學生活動中心與

芸青軒之空間可分為: 

(一)社團辦公室(含儲藏室室，不含學生

二、學生活動場地包括學生活動中心與

芸青軒之空間可分為: 

(一)社團辦公室(含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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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系聯會、社聯會、學士學程空間)。

(二)專業教室(如舞蹈教室、鋼琴練習

室、音樂練習室、武道練習室、射箭場、

攀岩場、流行舞蹈練習場、工作室等)。

(三)公共空間(會議室、討論室、活動室

等)。 

前項以外之樓梯、走廊等場地為公共區

域。 

(二)專業教室(如舞蹈教室、鋼琴練習

室、音樂練習室、武道練習室、射箭場、

攀岩場、流行舞蹈練習場、工作室等)。 

(三)公共空間(會議室、討論室、活動

室等)。 

前項以外之樓梯、走廊等場地為公共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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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活動場地管理要點 

98. 9.13.社團審議委員會議通過 

101.12.17.社團審議委員會議修正 

103. 5. 6.社團審議委員會議修正 

104.12.10 社團審議委員會議修正 

一、 為充分展現學生自治之能力，並有效管理本校學生活動場地，特訂定本要點。 

二、 學生活動場地包括學生活動中心與芸青軒之空間可分為: 

(一) 社團辦公室(含儲藏室)。 

(二) 專業教室(如舞蹈教室、鋼琴練習室、音樂練習室、武道練習室、射箭場、攀岩場、

流行舞蹈練習場、工作室等)。 

(三) 公共空間(會議室、討論室、活動室等)。 

前項以外之樓梯、走廊等場地為公共區域。 

三、 學生活動場地之管理，除攀岩場外，由課外活動指導組督導學生社團聯合會執行，其管理

細則由學生社團聯合會另訂之。 

攀岩場場地管理要點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另訂之。。 

四、 公共空間之借用依｢學生社團活動辦理作業標準｣向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請。 

五、 學生活動場地以提供本校學生社團優先使用為原則，所謂學生社團包含系會、學生會等廣

義學生社團。例外則專案簽請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准。 

六、 學生活動場地之開放時間：每日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國定假日休館。 

前項未開放時間，如須使用本中心場地者，應簽請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准方可使用。 

七、 借用單位應遵守各場地注意事項外，並配合下列規定： 

(一) 場地申請核准後，不得任意轉借其他單位使用。 

(二) 場地之使用事實應與申請內容相符合。 

(三) 不得攜帶或使用易燃、爆裂物及其他危險物品。 

(四) 各單位使用之器材應自負保管之責。 

(五) 使用單位應維護場地清潔並於用後回復原狀。 

八、 借用單位有下列情形之一，課外活動指導組及學生社團聯合會得不予許可使用： 

(一) 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令規定。 

(二) 影響公共安全。 

(三) 活動內容與申請使用內容不符。 

(四) 私自轉讓他人使用。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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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者，應負損

害賠償之責任。 

十、 學生社團聯合會應定期考核社團場地使用情形並訂定獎懲規範。 

十一、學生社團聯合會對場地之清潔管理應受課外活動指導組之輔導與監督。 

十二、課外活動指導組得依學生社團聯合會之需求編列預算以維持場地管理之運作。 

十三、本要點經社團審議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