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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 

 
目的：本校社團指導老師利用工作之餘，費心指導學生社團之運作，並協助學生社

團辦理各項校內外活動，特辦理此活動以表達感謝之意，另透過專題演講的

方式使學生社團指導老師熟悉當前學生社團事務及發展趨勢，同時藉由經驗

交流與傳承增進社團輔導工作能力，俾使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推動能更加

順利。 

一、 核心能力指標：專業與實務能力。 

二、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協辦單位：學生事務處進修服務組。 

四、時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15 時至 17 時。 

五、地點：行政大樓 6 樓會議廳。 

六、主持人：楊欽城學務長。 

七、出席人員：黃有傑主任、辛雲光主任、課外活動組暨進修服務組全體同仁以及本

學年度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共計約 150 名。 

八、議程： 

 

時間 內      容 

15:00-15:20 
 1、師長簽到 

 2、領取紀念品、聘書 

15:20-15:30 
 1、課外活動組工作報告 

 2、進修服務組工作報告 

15:30-17:00 

 專題演講「社團輔導與績效評估」 

 主持人：楊欽城學務長 

 主講人：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陳明國副理事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助理教授 

17: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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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一、社團現況： 

（一）日間部學生社團 109 學年度共計有 78 個，其中學生會、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及系

學會計 24 個、學藝性社團計 16 個、康樂性與聯誼性社團計 24 個、服務性社團計 14 個。 

（二）進修部學生社團 109 學年度共計有 14 個，其中學聯會、畢聯會及系學會等綜合性社團

計 12 個、服務性社團計 2 個。 

二、日間部學生社團活動： 

（一）109 年度學生服務隊成果如下： 

服務單位 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地點 參加學生 服務人次 

基層文化服隊 
109 年寒期 

超級小太陽教育體驗營 

1/21-1/23 
屏東縣滿洲鄉 

長樂國小 

25 40 

海豚服務社 環環相扣 寒假成長營 1/21-1/23 
台中市大里區 

草湖國小 

20 60 

動物保護志工社 
我們這一家 

動保體驗育樂營 

1/21-1/22 
台中市霧峰區 

峰谷國小 

20 40 

基層文化服隊 
109 年暑期 

超級小太陽教育體驗營 

7/16-7/19 
彰化縣秀水鄉 

育民國小 

25 40 

動物保護志工社 
十校暑期夏艷聯合服務隊

活動-十想見你·校的模樣 
7/20-7/24 

台中市和平區 

白冷國小 

35 100 

基層文化服務隊 
109 年 

超級小太陽教育體驗營 
7/22-7/25 

南投縣鹿谷鄉 

鹿谷國小 

25 40 

 

（二）學生會於 9 月 7 至 9 日順利完成「社團暨系學會幹部研習營」活動，共計有 130 位日間

部社團幹部及 44 位工作人員參與，讓社團幹部充分了解團隊生活之重要並將所學習到

課程內容延續應用在社團上。 

（三）學生會於 9 月 12 日至 13 日協助住宿服務組第一、二、三、四宿舍新生入宿，服務同學

計 78 人，服務新生計約 2,000 人，讓新生及家長可以感受到朝陽社團學生服務之熱情。 

（四）學生會於 9 月 22 日至 24 日假本校海豚廣場辦理「109 學年度社團博覽會」，共計有 40

個社團共同參與。 

（五）學生會於 10 月 20 日假本校第二汽車停車場辦理「WINDS」校園演唱會活動，共計有

1,500 位同學到場參加，透過藝人之表演與宣傳，在開學之際體認身為朝陽學子應具備

青春活力。 

（六）課外活動組於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假本校宿舍大樓一樓大門口外完成「109 學年度

暑期服務志工成果展」活動，此活動透過靜態展及成果發表之方式，互相學習與交流，

了解服務的重要性。 

（七）學生會於 11 月 7 日於大安海水浴場辦理淨灘活動，共召集了 80 位同學，以實際體驗加

以省思，培養更多人環境保育之觀念，一起成為海洋的守護者。 

（八）本校「110 年度全國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之校內遴選於 11 月 27 日假學生社團活

動中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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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課外活動組將於 12 月 8 日假本校設計禮堂舉辦「系際盃合唱比賽」，促進同學之間凝聚

力與向心力。 

（十）日間部、進修部畢業生團拍活動訂於 12 月 13 日（星期日）舉行，屆時請相關單位師長

蒞臨與畢業生一同留下美麗回憶。 

三、進修部學生社團活動： 

（一）進修服務組於 8 月 29、30 日假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辦理社團幹部訓練，會中安排企畫

書撰寫、活動規畫、財務管理及探索教育等課程，培養幹部對社團運作了解，加強各社

團互動與交流，以落實經驗傳承及增進團隊互助精神。 

（二）進修服務組於 9 月 8 日晚上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社團負責人會議，參與人員包含正、副會

長、總務等幹部；會中將說明新生入學講習相關輔導工作、學輔經費補助款申請及核銷

注意事項、財務報表製作與活動預算科目編列方式、近期活動宣傳等。 

（三）進修服務組動員各社團自 9 月 16 日開學日起至 22 日止（不含星期六、日，共 5 天 10

場次）在行政大樓及管理大樓門口歡迎新生來校並宣導「品德教育」，時間自 18：15 開

始至 19：00 結束。 

（四）進修服務組將於 12 月 1 日（星期二）晚上在管理大樓 104 演講廳舉辦「社團如何推動

服務學習活動」專題演講，邀請休閒系陶冠全主講，以期進修部社團在推展服務學習活

動時能有所助益。 

（五）日間部、進修部畢業生團拍活動訂於 12 月 13 日（星期日）舉行，屆時請相關單位師長

蒞臨與畢業生一同留下美麗回憶。 

（六）進修服務組將於 12 月 15 日（星期二）晚上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社團負責人會議，參與人

員包含正、副會長、總務等幹部；會中將頒發本學期公共服務績優獎學金得獎人獎狀及

說明 110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計畫及預算、本學年度社團評鑑方式、近期活動

宣傳等。 

（七）為感謝師長對進修部同仁及全體學生一年來的照顧，本組與學聯會將於 12 月 17 日晚上

舉辦「歲末感恩－暖暖冬至湯圓夜」活動，邀請全校師長至管理大樓師生交誼廳享用湯

圓；學聯會幹部另於 12 月 15 日（星期二）在管理大樓中庭分送熱騰騰的湯圓給進修部

學生享用；在這歲末冬至時節，讓全校師生感受一絲溫馨暖意。 

四、敬請配合事項： 

（一）目前仍有少數進修部社團負責人尚未完成交接手續，請指導老師多多費心，俾便落實傳

承及經費、財產之確實移交。 

（二）社團辦理活動需填寫校內（外）活動申請表（附件 2、3），另須檢附活動企畫書、經費

預算表，請指導老師在活動申請表上簽章、審核，以了解活動籌備及執行情形及同意動

支經費；課外活動組及進修服務組將視活動之需求，並依「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原

則（附件 4）給予經費補助。 

（三）各社團辦理重要活動，因須會辦相關單位（如系辦、學務處、總務處保管組、營繕組、

財務處）及陳請學務長或校長同意，請務必於活動前 7 個工作天提出申請，以免延誤進

度。校外活動需另填「校外活動安全管制表」，送交軍訓室；租用遊覽車，須提供遊覽

車公司相關資料（駕照、行照、契約書、保險文件等），並依教育部之建議，應使用 5

年內之營業用車輛（紅牌車）。 

（四）為健全社團正常運作，請敦促負責人定期召開會員大會（預算委員會、監委會議）說明

會費收支情形、重要活動及上學期預決算表，藉以鼓勵會員踴躍參與活動及了解財務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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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社團如利用上課時間辦理重要活動（迎新、會員大會、專題演講等大型活動），須先

請示系主任、任課老師（填寫調課單），簽請學務處及教務處同意後方可實施；切勿要

求任課老師調課及停課或以系上名義，強迫學生參加。 

（六）請各社團指導老師協助宣導社團或系學會於校內辦理活動時，應注意音量大小及空間使

用，避免影響週遭上課、辦公及阻礙通道出入口，造成他人困擾。 

（七）本校於 103 年度積極向校方爭取社團辦公室及庫房空間，另提供教學大樓 6-8 樓為社團

夜間活動使用，並新增 9 間鏡面牆教室，以利社團活動進行，請各社團指導老師協助宣

導應有效利用，避免空間閒置。 

（八）社團辦理校外或過夜活動，應安排隨隊師長，並陪同學生過夜，以協助學生應變夜間突

發狀況，善盡管理之責。 

（九）鑑於某校辦理迎新活動時做出不合常理之要求而登上新聞版面，請指導老師督促各系學

會辦理相關活動時，務必考量參加對象之心理感受，避免造成負面評價及學校形象受損。 

（十）敬請各位指導老師協助提醒學生，目前校內各項活動均禁止使用明火(營火除外)，如活

動確有需要使用營火，煩請帶隊老師全程在場指導，以確保活動安全。 

（十一）各社團負責人及幹部於學期中犧牲奉獻、任勞任怨籌劃各項活動，至為辛勞，學務處

將於學期末依參與活動人次、投入程度及績效辦理敘獎；辦理例行性之活動，不再給予

獎勵。 

（十二）為培養本校學生之核心能力：專業與實務能力、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溝通協調與團隊

工作能力、自主學習能力，請各位師長協助各社團辦理社團活動時，多以此為活動目的。 



 6 

109 學年度日間部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名單 
 

性質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任職單位 

綜 

合 

性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校內 黃有傑 課外活動組/主任 

校內 詹雯雅 課外活動組 

學生議會 
校內 黃有傑 課外活動組/主任 

校內 詹雯雅 課外活動組 

財務金融系學會 
校內 李瑞琳 財務金融系/系主任 

校內 方世詮 財務金融系 

企業管理系學會 
校內 黃淑琴 企業管理系/系主任 

校內 邱桂堅 企業管理系 

保險金融管理系學會 
校內 陳美夙  保險金融管理系/系主任 

校內 林庭宇  保險金融管理系 

會計系學會 
校內 熊杏華 會計系/系主任  

校內 林國全 會計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學會 
校內 林志偉  休閒事業管理/系主任  

校內 賴盈孝  休閒事業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會 
校內 李冠穎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系主任  

校內 鍾任傑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銀髮產業管理系學會 
校內 洪瑞英  銀髮產業管理系/系主任  

校內 楊國德  銀髮產業管理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校內 吳欣潔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系主任 

校內 曾兆堂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營建工程系學會 
校內 許世宗  營建工程系/系主任  

校內 王琨淇 營建工程系 

應用化學系學會 
校內 錢偉鈞 應用化學系/系主任 

校內 劉炳嵐 應用化學系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校內 章日行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系主任  

校內 張簡水紋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建築系學會 
校內 郭其綱  建築系/系主任  

校內 郭章淵 建築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學會 
校內 陳崑鋒  視覺傳達設計/系主任  

校內 林慶利  視覺傳達設計系 

工業設計系學會 
校內 蕭明瑜  工業設計系/系主任  

校內 黃裕哲 工業設計系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學會 
校內 林基源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系主任  

校內 謝維芳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傳播藝術系學會 
校內 安碧芸 傳播藝術系/系主任  

校內 鄭淑惠 傳播藝術系 

應用英語系學會 
校內 陳姿青  應用英語系/系主任  

校內 林修旭 應用英語系 

幼兒保育系學會 
校內 梁珀華  幼兒保育系/系主任  

校內 吳鷰儀  幼兒保育系 

社會工作系學會 
校內 王慧琦  社會工作系/系主任  

校內 陳玟伶  社會工作系 

資訊管理系學會 校內 呂慈純  資訊管理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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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任職單位 

校內 李朱慧  資訊管理系 

資訊工程系學會 
校內 洪士程  資訊工程系/系主任  

校內 廖梨君  資訊工程系 

資訊與通訊系學會 
校內 江茂綸   資訊與通訊系/系主任  

校內 彭俊澄 資訊與通訊系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校內 吳鴻銘  課外活動組 

學 

藝 

性 

華笙國樂社 

校內 耿慧玲  通識教育中心 

校外 黃嘉禾 昱瑞鍛造場 

校外 何采樺 
紐連商新益美亞亞國際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行銷企劃處 

校外 李桑綺 台灣陶笛文化交流協會 

心言手語社 
校內 莊國民 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 

校外 謝漢和 涵碧樓財務部/財產管理員 

音躍管樂社 

校內 楊凱富 應用英語系助理教授 

校外 高維駿 
台中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專任助理 

攝影社 
校內 王藍瑩 

 公共事務組主任兼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校外 張量量 凸相機影像工作人室負責人 

教育學會 校內 洪銘國  師資培育中心 

信望愛社 

校內 高麗鈞  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校外 蔡恆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大專學生宣

教中心 

芥菜種社 
校內 李明君  營建工程系 

校外 侯能智 大里基督徒聚會 

ACG 動漫研究社 校內 呂南湖 傳播藝術系助理教授 

晨星社 校外 門庭歡 台灣福音工作 傳道人 

霧詩社 校內 林政言 副教授兼學群召集人 

全新的你社 
校內 王慧琦 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系主任) 

校外 王仲佑 金牌小麵店長 

博德桌遊研究社 校內 黃寶慧  企業管理系教授 

微電影社 
校內 黃順幸  傳播藝術系專任教師 

校外 張芸綺 耐綺有限公司 

書法研究社 校內 劉棠思 視覺傳達設計系 

康 

樂 

性 

風揚吉他社 
校內 鄧迺鏞 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校外 范賢傑 彰化師範大學吉他社團老師 

皇家熱舞社 

校外 莊育瑋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國光店食品部

部門課長 

校外 陳偉航 Climax 街舞舞蹈工作室董事 

校外 林志豪 
朝陽科技大學等熱舞社 popping 指

導老師 

校外 古慶瑀 台灣街舞青年奧運國家教練 

校外 王智琴 
颶風極限藝術舞蹈工廠- 

舞蹈老師 

校外 王飛霏 DOD 街舞教室專任舞蹈執行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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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任職單位 

長和專任舞蹈老師 

康 

樂 

性 

熱門音樂研究社 
校內 陳崑鋒 

視覺傳達設計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

任 

校外 林彥光 原子樂器吉他講師 

魔術社 
校內 林政言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校外 楊詠傑 米爾可娛樂企劃活動企劃  

國際標準舞社 
校內 李亭儀 體育室專任教師 

校外 楊弘瑛 國際標準舞拉丁舞教師 

心靈瑜珈社 
校內 嚴金恩  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校外 陳羽婕 台中科技大學美容系兼任講師 

鐵騎社 
校內 黃台生 產學合作副處長 

校外 吳耕文 自由業 

劍道社 校內 黃奉明 教務處招生中心主任 

柔道社 
校外 李政龍 

豐原高商體育教師、朝陽科大學兼

課教師 

校外 柯文益 日本桓陽振興株式會社 

桌球社 
校內 許吉越  休閒事業管理系教授 

校外 陳希珉 朝陽科技大學桌球隊教練 

網球社 
校內 邱睿昶 體育室助理教授 

校外 魏宏凱  通識中心-體育室兼任老師 

籃球社 校外 柳內惠茹 忠明高級中學女籃教練 

羽球社 
校內 李素箱 教授 

校內 林祐陞 講師級專案教師 

排球社 
校內 李亭儀  通識教育中心 

校內 楊仁仁  通識教育中心 

Boxing 拳擊社 

校內 徐暐亭  休閒事業管理系 

校外 李國偉 
興仕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人員 

飛盤社 校內 柳立偉 休閒事業管理系 

DJ 研究社 
校內 毛祚彥  休閒事業管理系 

校外 游瑞歷 梁山樂客負責人 

馬術研習社 
校內 林志偉 休閒事業管理系/主任 

校內 楊欽城 休閒事業管理系 

氣球社 校外 沈恩霆 圓夢家藝術團隊氣球部負責人 

鐵角綜合格鬥社 
校內 湯顯賀 

學生事務處/ 

副學務長 

校外 陳尚毅 品士格鬥館/館長 

服 

務 

性 

基層文化服務隊 

校內 陳亭羽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組組員 

校外 許賀傑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人力資源委員會委員 

親善服務團 

校內 吳瑞源 軍訓室 

校外 詹佳芬 
錠嵂保險經紀人/ 

業務主任 

動物保護志工社 校內 徐暐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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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任職單位 

校外 盧逸洋 
關懷生命協會大學動物保護社團/

連線顧問 

四健會 校內 陳馨馨  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海豚服務社 校內 范育啟  服務學習組/助理專員 

交通服務社 
校內 蔡曉萱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校內 林寶秀 軍訓教官 

春暉志工社 校內 蘇佳君 軍訓教官 

崇仁青年服務社 校內 劉原岱 保險金融管理系 

義賣志工隊 校內 李富民 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國際志工社 校內 孫彰良  社會工作系 

同圓社 校內 盧貞慧  社會工作系 

環保先鋒社 校內 陳銘雄 環境安全衛生處主任 

聯 

誼 

性 

青年獅子會 校內 劉振維 人文暨社會學院院長 

原野風青社 校內 鄧迺鏞  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國際文化交流社 校內 何佳俊 學生事務處陸生輔導組 

港澳社 校內 謝孟芯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學生服務組 

教育學會 校內 洪銘國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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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進修部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名單 

社團性質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職 稱 / 現 職 

聯誼性 
進修部學聯會 楊子毅 學務處進修服務組資深專員 

進修部畢聯會 詹雯婷 學務處進修服務組組員 

綜合性 

企業管理系學會 吳曉君 企管系副教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會 徐暐勛 行銷系講師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宋鵬程 工管系副教授 

工業設計系學會 趙方麟 工設系副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系學會 李慧芳 視傳系助理教授 

傳播藝術系學會 馬立君 傳播系助理教授 

幼兒保育系學會 曹俊德 幼保系助理教授 

社會工作系學會 卓翊安 社工系助理教授 

應用英語系學會 洪睿璟 應英系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系學會 洪國龍 資管系助理教授 

服務性 
志工家族 辛雲光 學務處進修服務組主任 

交通服務社 詹雯婷 學務處進修服務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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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近年榮譽事蹟 

 
 

 

 

 

 

 

 

年

度 
社團名稱 獎項 

107 

音躍管樂社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獎 

華笙國樂社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獎 

皇家熱舞社 「2018 HUG n DANCE全國舞蹈大賽」優勝獎 

劍道社 第十五屆菁英盃劍道錦標賽社會男子組團體過關賽冠軍 

劍道社 彰化縣教育盃劍道錦標賽競技大專男子組團體得分賽冠軍 

劍道社 彰化縣教育盃劍道錦標賽競技大專男子組團體過關賽冠軍 

劍道社 彰化縣教育盃劍道錦標賽競技高中/大專男子組個人賽冠軍 

柔道社 呂隆豪榮獲台中市議長盃柔道錦標賽社會男子乙組個人賽第一名 

柔道社 陳俊維榮獲台中市議長盃柔道錦標賽社會男子甲組個人賽第二名 

柔道社 林孟德榮獲台中市議長盃柔道錦標賽社會男子乙組個人賽第三名 

108 

音躍管樂社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獎 

華笙國樂社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獎 

劍道社 彰化縣教育盃劍道錦標賽競技高中/大專男子組個人賽 冠軍 

國際標準舞社 2019星苑大獎賽運動舞蹈國際業餘公開賽新人組第七名 

國際標準舞社 2019星苑大獎賽運動舞蹈國際業餘公開賽大專新秀組第一名 

皇家熱舞社 「2019 HUG n DANCE全國舞蹈大賽」第七名 

劍道社 第十六屆菁英盃全國劍道錦標賽-團體過關賽社會男子組 第一名 

柔道社 呂隆豪榮獲108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大專甲組-90公斤級金牌 

柔道社 陳俊維榮獲108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大專甲組-73公斤級銅牌 

華笙國樂社 顏慈得榮獲108學年度臺中市學生音樂比賽中胡獨奏大專B組優等 

華笙國樂社 蔡尚云榮獲108學年度臺中市學生音樂比賽高胡獨奏大專B組甲等 

華笙國樂社 顏慈得榮獲10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胡獨奏大專B組優等 

學生會 江致陞取得第37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基層文化服務隊 王佳雯取得第45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基層文化服務隊 田倫愷取得第45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

會  
黃瑋翔取得第45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109 

柔道社 呂隆豪榮獲109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大專甲組第六級季軍 

柔道社 李峰祺榮獲109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大專甲組第二級亞軍 

學生會 謝志偉取得第49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學生會 繆安妮取得第49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學生會 房玉閔取得第49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學生會 陳宥森取得第49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學生會 鄧旭淳取得第49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基層文化服務 林韋光取得第49期社團經營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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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本校歷年獲獎名單 

 

年度 社團名稱 獎項 指導老師 

100 

龍魂康輔社 特優 陳皆回、詹秉軒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特優 張有恒 

學生會 優等 張有恒 

101 

基層文化服務隊 特優 陳茂祥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特優 張有恒 

學生會 優等 許吉越、張有恒 

102 

龍魂康輔社 特優 陳皆回、詹秉軒 

風揚吉他社 優等 楊慧苑、范賢傑 

學生會 優等 張景榮、張梅香 

103 

龍魂康輔社 特優 陳皆回、林采玲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績優 吳鴻銘 

學生會 入圍 林志偉、張梅香 

104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特優 吳鴻銘 

風揚吉他社 優等 楊慧苑、范賢傑 

學生會 甲等 林志偉、張梅香 

105 

龍魂康輔社 特優 張有恒、詹秉軒 

學生會 特優 林志偉、詹雯雅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優等 吳鴻銘 

106 

龍魂康輔社 特優 張有恒、溫偉順 

學生會 特優 林志偉、詹雯雅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特優 吳鴻銘 

107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特優 吳鴻銘 

心言手語社 特優 施秋娥、謝漢和 

學生會 

優等 

行政傑出 

立法傑出 

學權傑出 

林志偉、詹雯雅 

108 

心言手語社 特優 施秋娥、謝漢和 

學生會 

卓越 

行政傑出 

財物傑出 

學權傑出 

簡報傑出 

林志偉、詹雯雅 

109 

基層文化服務隊 優等 潘季儒 

企業管理系學會 甲等 黃淑琴、林孟璋 

學生會 

卓越 

行政傑出 

財務傑出 

學權傑出 

選制傑出 

張有恒、詹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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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日間部學生社團評鑑結果 

1 0 8 學 年 度 日 間 部 社 團 評 鑑 成 績 表  

評鑑時間 民國 10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 

屬性 社團名稱 成績 屬性 社團職稱 成績 

全國組 學生會 特優 綜合性 資訊工程系學會 甲等 

全國組 基層文化服務隊 特優 學藝性 芥菜種社 乙等 

全國組 企業管理系學會 特優 學藝性 晨星社 乙等 

學藝性 微電影社 特優 學藝性 書法研究社 乙等 

服務性 動物保護志工社 特優 服務性 交通服務社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羽球社 特優 服務性 春暉志工社 乙等 

綜合性 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特優 服務性 慈青社 乙等 

學藝性 華笙國樂社 優等 服務性 義賣志工社 乙等 

學藝性 攝影社 優等 服務性 同圓社 乙等 

學藝性 博德桌遊研究社 優等 服務性 陽光資訊服務社 乙等 

服務性 親善服務團 優等 服務性 環保先鋒社 乙等 

服務性 海豚服務社 優等 學藝性 翻譯社 乙等 

服務性 國際志工社 優等 服務性 四健會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魔術社 優等 服務性 崇仁青年服務社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鐵騎社 優等 服務性 同圓社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青年獅子會 優等 服務性 環保先鋒社 乙等 

綜合性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會 優等 康樂與聯誼性 排球社 乙等 

綜合性 應用英語系學會 優等 康樂與聯誼性 桌球社 乙等 

綜合性 幼兒保育系學會 優等 康樂與聯誼性 網球社 乙等 

學藝性 心言手語社 甲等 康樂與聯誼性 籃球社 乙等 

學藝性 音躍管樂社 甲等 康樂與聯誼性 國際文化交流社 乙等 

學藝性 教育學會 甲等 康樂與聯誼性 港澳社 乙等 

學藝性 信望愛社 甲等 綜合性 會計系學會 乙等 

學藝性 ACG 動漫研究社 甲等 綜合性 休閒事業管理系學會 乙等 

學藝性 全新的你社 甲等 綜合性 營建工程系學會 乙等 

服務性 四健會 甲等 綜合性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乙等 

服務性 崇仁青年服務社 甲等 綜合性 應用化學系學會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風揚吉他社 甲等 綜合性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皇家熱舞社 甲等 綜合性 視覺傳達設計系學會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熱門音樂研究社 甲等 綜合性 工業設計系學會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心靈瑜珈社 甲等 綜合性 傳播藝術系學會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劍道社 甲等 綜合性 資訊與通訊系學會 乙等 

康樂與聯誼性 Boxing 拳擊社 甲等 學藝性 圍棋社 丙等 

康樂與聯誼性 DJ 研究社 甲等 學藝性 霧詩社 

社社 

丙等 

康樂與聯誼性 氣球社 甲等 康樂與聯誼性 國際標準舞社 

 

丙等 

康樂與聯誼性 原野風青社 甲等 康樂與聯誼性 飛盤社 丙等 

綜合性 財務金融系學會 甲等 康樂與聯誼性 馬術研習社 丙等 

綜合性 保險金融管理系學會 甲等 康樂與聯誼性 鐵角綜合格鬥社 丙等 

綜合性 銀髮產業管理系學會 甲等 學藝性 慈光佛學社 丁等 

綜合性 建築系學會 甲等 康樂與聯誼性 柔道社 丁等 

綜合性 社會工作系學會 甲等    

綜合性 資訊管理系學會 甲等    

備註：各等第依編號排序，不分名次。 



 14 

108 學年度進修部學生社團評鑑結果 

1 0 8 學 年 度 進 修 部 社 團 評 鑑 成 績 表  

評鑑時間 民國 10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19：00~21：30 

獎項名稱 社 團 名 稱 社團負責人 備  註 

優  等 

學  聯  會 顏 珍 晏 第 1 名 

志  工  家  族 何 俊 億 第 2 名 

資 管 系 學 會 許 宏 鈺 第 3 名 

社 工 系 學 會 石 韶 雯 第 4 名 

甲  等 

工 管 系 學 會 陳 治 臺 最佳進步獎 

幼 保 系 學 會 許 雅 靜  

交 通 服 務 社 呂 承 諺  

應 英 系 學 會 王 政 家  

乙  等 

傳 播 系 學 會 石 敏 岑  

行 銷 系 學 會 林 敬 樺  

畢  聯  會 何 季 芸  

企 管 系 學 會 劉 秋 妝  

丙  等 

視 傳 系 學 會 萬 昭 邑  

工 設 系 學 會 尹    甄  

休 閒 系 學 會 廖 星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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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社團輔導與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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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訂定(101.04.11) 

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104.07.01)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106.10.25)  

一、為提升學生課外活動之品質，健全學生社團組織之發展，依據「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輔導

辦法」，訂定「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成立之學生社團（包括系學會）應聘請指導老師，輔導學生社團

推展。 

三、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之職責如下： 

（一）指導擬定社團活動與教學計畫。 

（二）簽核社團申辦之活動。 

（三）督導社團參加或辦理校內外活動之安全與紀律。 

（四）指導社團全力配合或支援學校重大活動。 

（五）參與校外活動或過夜活動。 

（六）處理社團活動期間所遇之重大意外事件，並儘速通報學校。 

（七）列席社團會議。 

（八）督導社團負責人交接，並簽核社團移交清冊。 

（九）指導社團社務運作及經費使用。 

（十）協助處理其他社團事務。 

四、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之聘請，以本校教職員為優先；視社團需求得另聘符合社團宗旨或具技術

專長資格之校外人士，其資格為大專以上畢業或具社團相關專長經驗達 5 年以上（須檢附證

明），人格操守必須端正，並足為學生表率。 

五、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期為 1 年 1 聘，應於每學年第 1 學期開學後 1 個月內，由各學生社團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或進修服務組提出書面資料申報，經「學生社團

活動推展委員會」審查後，陳校長核聘。聘期自當年 8 月 1 日起至翌年 7 月 31 日止為原則；

中途聘任者，自發聘之日起至該學年度 7 月 31 日止。 

六、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人數原則如下： 

（一）日間部學生會當然指導老師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主任，進修部學生聯誼會指導老

師由學生事務處進修服務組遴派，並可視需要各增聘 1 名本校教職員擔任之。 

（二）系學會當然指導老師為各該系主任，可視需要增聘 1 名該系教職員擔任之。 

（三）非屬前二款所述之學生社團，每一學生社團以聘任 1 名校內指導老師為原則；具特殊

專長及技術之社團，得依技術項目數各增聘 1 名具有專業證明之指導老師。 

（四）社團為參加校際性、全國性表演或競賽等活動，需另聘指導老師者，得另以專案簽請

核聘之，聘期自該活動計畫發布日起至活動結束日止。 

七、為維繋社團之品質，每位師長以擔任 1 個學生社團之指導老師為原則。 

八、學生社團舉辦各項活動前，應報請指導老師同意，由指導老師輔導、參與活動並善盡維護學

生安全之責。 

九、指導老師所指導社團若表現優異或為校爭光，得專案簽請獎勵；如違反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所列之情事或未盡職責，得經學生社團活動推展委員會審查通

過，校長核定後解聘之。 

十、指導老師因故無法繼續任職，應以書面通知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或進修服務組，以及所指

導之社團。 

十一、指導老師指導費補助標準如下： 

（一）校內指導老師依據每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結果，得由學生社團檢附老師指導紀錄申請

指導費補助，每人每次新台幣 500 元，說明如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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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表學校參加全國社團評鑑或校內評鑑獲特優社團，每社團每學年度申請上限每

位指導老師新台幣 8,000 元整。 

2、校內評鑑獲優等社團，每社團每學年度申請上限每位指導老師新台幣 5,000 元整。 

3、校內評鑑獲甲等社團，每社團每學年度申請上限每位指導老師新台幣 3,000 元整。 

4、校內評鑑乙等以下之社團指導老師，則不予核發指導費補助。 

（二）校外指導老師依每學年度實際到校指導情形，得由學生社團申請補助每人每次 新台幣

600 元，每學年度申請上限每人新台幣 12,000 元整。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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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校內活動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團名

稱 
 活動編號 

（由課外組填寫） 

活動時

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活動名

稱 
 活動主題 

□品德教育□人權或法治教育□服務學習□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保護□春暉教育□智慧財產權保護□美感教育 

□生命教育□其他______  

活動地

點 
 

核心能力 

（可複選） 

□專業與實務能力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溝通協調與團隊工作能力□自主學習能力 

參與人

數 
工 作 人 員 ：       人 ； 非 工 作 人 員 ：          人 ； 合 計 ：        人 

注意事

項 

(閱畢後

簽章) 

一、本表請於活動舉辦前 7 個工作天提出，活動結束後 10 日內憑單結報，逾期得不予補助。 

二、為加強學生課外活動安全，辦理活動時，務請遵守下列規定： 

1.請確實遵守校內外各相關法規。 

2.禁止在校內/外任何場進行火棍、火球、火舞等危險活動。 

3.本次活動中有□烹飪活動，請指導老師務必掌握活動辦理情形。 

隨隊師長簽章：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三、檢附資料如下：（請勾選） 

□活動計畫 □器材借用單 □安全管制表 □保險單影本 □家長通知單影本 

     □遊覽車資料(行照、駕照、契約) □旅行社資料(設立證明、契約) 

四、本單位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提供良好服務及執行職務或業務之

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辨識類：C001 辨識個人者 )。您同意本單位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

您的身份、與您進行連絡、提供您本單位之相關服務及資訊，包括後續通知等用途，當您繳交此申請單，表示您同

意上述內容。  

活動申請人 簽章 社（會）長 簽章 指導老師 簽章 

系 級             學 號 

姓 名                    電 話 

系 級                    學 號                

姓 名                    電 話                         

學生會 

補助簽

證 

補助費用項目 補助金額 補助費用項目 補助金額 學生會 簽章 

     

經費補

助簽證 

經費來源 第          工作項目 
會辦單位 核示 

費用項目 補助款 配合款 

□住宿服務組  

 

講座鐘點費   

印刷費   

□進修教學組  

二代健保費   

膳宿費   

□保管組  

雜支   

小       計   

□財務處  

總       計  

補助單

位 
 □營繕組  

課外組  □事務組  

學務長    

表格修訂日期：108 年 9 月 24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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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校外活動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團名稱  活動編號 
（由課外組填寫）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活動名稱  活動主題 

□品德教育□人權或法治教育□服務學習□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保護□春暉教育□智慧財產權保護□美感教育 

□生命教育□其他______  

活動地點  
核心能力 

（可複選） 

□專業與實務能力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溝通協調與團隊工作能力□自主學習能力 

參與人數 工 作 人 員 ：       人 ； 非 工 作 人 員 ：          人 ； 合 計 ：        人 

交通工具 
□機車       輛  □汽車       輛  □大眾運輸系統                   

□遊覽車      輛 遊覽車公司：                   電話：（  ）             

注意事項 

(閱畢後簽

章) 

一、本表請於活動舉辦前 7 個工作天提出，活動結束後 10 日內憑單結報，逾期得不予補助。 

二、為加強學生課外活動安全，辦理活動時，務請遵守下列規定： 

1.請確實遵守校內外各相關法規。 

2.禁止在校內/外任何場進行火棍、火球、火舞等危險活動。 

3.本次活動中有□明火活動(烤肉、營火等) □水域活動，請指導老師務必掌握活動辦理情形。 

4.如有過夜情形，應安排隨隊老師，並陪同學生過夜，以協助學生應變夜間突發狀況，善盡管理之責。 

隨隊師長簽章：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三、檢附資料如下：（請勾選） 

□活動計畫 □器材借用單 □安全管制表 □保險單影本 □家長通知單影本 

    □遊覽車資料(行照、駕照、契約) □旅行社資料(設立證明、契約) 

四、本單位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提供良好服務及執行職務或業務之

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辨識類：C001 辨識個人者 )。您同意本單位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

您的身份、與您進行連絡、提供您本單位之相關服務及資訊，包括後續通知等用途，當您繳交此申請單，表示您同

意上述內容。  

活動申請人 簽章 社（會）長 簽章 指導老師 簽章 

系 級                    學 號                

姓 名                    電 話                        

系 級                    學 號                

姓 名                    電 話                        
 

學生會 

補助簽證 

補助費用項目 補助金額 補助費用項目 補助金額 學生會 簽章 

     

經費補助 

簽證 

經費來源 第         工作項目 會辦單位 核示 

費用項目 補助款 配合款 
□軍訓室  

 

運  費   

保險費   
□生輔組  

膳宿費   

雜  支   

□財務處  

印刷費   

小       計   
□保管組  

總       計  

補助單位  □事務組  

課外組  □營繕組  

學務長    

表格修訂日期：108 年 9 月 24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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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原則 

103.02.13 課外活動組組務會議決議 

103.12.08 課外活動組組務會議修正 

106.10.11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學生代表審查會議修正 

106.10.19 課外活動組組務會議決議 

 

一、目的：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為協助學生社團妥善運用活動經費，以促進學生社團

均衡發展，特訂定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原則。 

二、經費來源：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三、補助對象：經課外組核准成立之學生社團。 

四、經費申請及核銷時間：    

活動時程 核銷時程及方式 核銷時程 

1/1~7/31 

各社團於4/30前填妥「校內活動申請

表或校外活動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計

畫書、經費預算表等資料，送至課外

組申請。 

各社團於7/31前完成核銷，逾期則不予補助，

並將未申請之剩餘經費由課外組統籌分配。 

8/1~12/31 

各社團於10/31前填妥「校內或校外活

動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計畫書、經費

預算表等資料，送至課外組申請，由

課外組統一編列經費。 

補助款欄位之補助金額，請於11/25前完成核

銷；配合款欄位之補助金額，請於12/25前完

成核銷，逾期則不予補助。 

注意：活動經費需於活動辦理前7個工作天向課外組申請，並於活動結束後10天內完成結報。 

 

五、學生社團申請活動經費補助時課外組將參考以下三點進行核定： 

（一）該社團前一學期經費執行情形及活動成效。 

（二）該社團前一學期參與重要集會及活動情形（社團負責人會議、社團博覽會、校慶園遊

會、社團幹部研習等重大活動）。 

（三）各補助項目參考標準及原則如下： 

編號 項目 內容 補助原則 備註 

1 
社團集社 

及動靜態活動 

辦理社團校內外等

動靜態活動 
10,000 元為上限 

 

2 社團幹部訓練 社團校內外幹訓 10,000元為上限 
社團聯合幹訓依其辦理

規模及人數另核定 

3 社團迎新送舊 
迎新活動及送舊活

動 
10,000元為上限 

同一次活動以申請一次

為限 

4 藝文活動 
參加對象為全校師

生及社區民眾 
15,000元為上限 

全校性藝文活動依其辦

理規模及人數另核定 

5 校內外服務活動 

一般服務、社區服

務 
10,000元為上限  

校內外公益活動 15,000元為上限  

寒暑假之社會服務

活動 
5,000為上限 

全隊人數需超過8人及

出隊3日以上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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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內容 補助原則 備註 

6 

校際性競賽活動 各類競賽、慶典等

活動分主辦、合辦

及參賽 

10,000元為上限 
視活動大小及預算斟酌

調整補助 全校性競賽活動 

7 動靜態成果發表 期初、期末發表會 
小型：2,500元為上限 

大型：15,000元為上限 
 

8 
各類演講、研討

會、座談會活動 
校內小型演講補助 

小型：3,000元為上限 

大型：10,000元為上限 
 

9 
發展 

社團特色活動 

每一社團一學期可

提出一次申請 
  

10 

配合學校所策劃

而辦理之活動，

一律專案申請 

依專案申請並須經

課外組及經學生事

務長核定 

依專案審核  

說明： 

（1） 補助金額依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核定金額而做增減。 

（2） 若依規定提出學期預算者可獲優先補助，其餘社團為候補。 

（3） 補助金額將依：（a）參與(賽)人數（b）活動地點（c）服務對象（d）實際效益（e）是否

參與課外組舉辦之例會、研習等重大活動作為經費增減之參考依據。 

（4） 該社團前次榮獲全國或全校性社團評鑑績優社團者，其經費從優補助，不受補助原則上限。 

（5） 該社團所申請活動是否配合推動政策性、專案性、服務學習活動，其經費從優補助，不受

補助原則上限。 

六、活動經費結報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辦理活動通過但未受經費補助者，應於活動結束十個工作天內，備妥結報文件 2

到 3 項（註 1），至課外組辦理結報。 

（二）「補助金額$4,999 元（含）以下」，應於活動結束十個工作天內，備妥結報文件 1 到 8

項（註 1），至課外組辦理結報。 

（三）「補助金額$5,000 元（含）以上」，應於活動結束十個工作天內，備妥結報文件 1 到 9

項（註 1），至課外組辦理結報。 

註 1：結報文件為以下 9 項 

1、相關收據（正本 1 份） 

（1）每張都必須註明貨品名稱、單價、數量、用途，且不可塗改。 

（2）一定要是在活動舉辦日期結束前一個月內所花用的收據，才能報帳。 

          ＃可例外的單據為 a.成果報告書影印 b.沖洗活動相片或製作光碟 

（3）若收據項目為「影印」、「獎盃或獎牌」、「海報」、「紅布條」等，一定要加附樣張及內

容（每份都要附上）。 

（4）單據注意事項：請檢查收據或發票上面的金額及數量是否正確。 

a、二聯式發票：須書寫抬頭（朝陽科技大學）、日期、加蓋該商店之『統一發票章』

（請注意不要只有電話號碼章）及『負責人印章』（俗稱小章）。 

b、三聯式發票：同上（請儘量不要使用此類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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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收據：同上。 

d、電子式發票：須打上學校統一編號 78951384。若漏打，請加蓋該店之統一發票章

之後，再手寫上去學校之統一編號。 

e、電子熱感應紙發票：須於正本上填寫（1）發票號碼（2）發票日期（3）隨機碼 ex：

7-11、全聯發票等。 

2、活動申請單+企劃書（影本 1 份） 

3、附件（正本、影本各一份） 

4、經費收支結算表（2 份） 

5、活動紀錄報告表（正本+影本各 1 份） 

6、活動相片黏貼表（正本+影本各 1 份） 

7、支出項目彙總表（以電子檔方式繳交） 

8、預決算表及支出項目明細表（以電子檔方式繳交） 

9、活動成果報告書（正本 1 本+光碟一份黏貼於報告書最末頁） 

（1）正本須為原稿，即彩色頁包含彩色相片及回饋問卷分析圖等內容。      

（2）請「膠裝」、並標上書背。 

（3）光碟：請將所有有關該活動的相關資料（企劃書、活動申請單、活動紀錄表、照片黏

貼紙、活動照片多張、心得、反思資料、經費表、會議紀錄、檢討會議紀錄等）燒

入光碟中，並黏貼於成果報告書最後一頁，每本報告書後都要放一張光碟備查。 

（4）成果報告書內容須包含： 

a、封面：封面上面須註明以下資訊： 

   ＃活動名稱之「成果報告書」、地點、舉辦日期及時間、主辦及承辦單位、參加對

象及人數。 

b、 目錄（請編頁碼） 

c、活動申請單影本。 

d、活動企畫（前重點頁、流程、經費預算表及實支情形）。 

e、執行成效（配合每個流程的相片說故事）。 

f、籌備會議及檢討會議記錄。 

g、回饋問卷與分析（每個活動都需繳交）。 

h、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心得。 

i、經費收支結算表。 

j、執行成效及活動相片黏貼表（至少 6 至 12 張固定格式）。 

註 2：活動經費結報時的資料排列順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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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附上的資料 正本（彩色） 影本 

1 收據 1 --- 

2 活動申請單 正本已在課外組 
1 

（如社團評鑑需要，請自行再複印 1 份存檔） 

3 企劃書 1 1 

4 附件 1 1 

5 經費收支結算表 1 1 

6 活動紀錄報告表 1 1 

7 活動相片黏貼表 1 1 

順序 附上的資料 正本（彩色） 影本 

8 支出項目彙總表 以電子檔方式繳交 

9 
預決算表及支出項目明

細表 
以電子檔方式繳交 

10 成果報告書 1 --- 

註 3：各項核銷項目需檢附資料如下： 

1、講座鐘點費：上課活動紀錄表、收據、二代健保補充費粘存單（1.91%）。 

2、印刷費：收據上列出的影印項目都要附上樣本。 

3、雜支：收據上請詳細列出購買明細、品名。 

4、膳宿費：用餐名單或簽到表（含學號姓名班級），一人一餐上限 80 元（含便當飲料）。 

5、設備使用費：凡超過 15,000 元（含）以上發票，皆須於申請活動時附上〝估價單〞。 

6、運費：凡超過 15,000 元(含)以上發票，皆須於申請活動時附上〝估價單〞。 

7、保險費：要保書、要保名冊，要保單位需為朝陽科技大學。 

 七、其他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課外組另行公告補充之。 

 八、本原則經課外組組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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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中心管理要點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務處主管會議通過(108.11.6) 

第一條  為發揮學生社團活動中心（以下簡稱活動中心）使用功能，加強環境整潔教育，培養學

生公德心及愛惜公物之美德，提升學生社團活動品質，訂定「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

動中心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活動中心位於本校宿舍大樓 10 至 11 樓，包含社團辦公室（簡稱社辦）、社團活動教室、

聯合辦公室、庫房等空間。 

第三條  活動中心使用規定 

一、活動中心僅提供社團推展社務、聯絡、會議、儲物，為維護社團學生安全，開放時

間為每日上午 6 時至晚上 11 時 30 分。如需於非開放時間進出，須事先向課外活動

組申請核准，惟最遲應於凌晨 2 時離開，如有特殊需求，得另案申請，申請規則另

訂之。 

二、社團需負責鑰匙及冷氣儲值卡之保管責任，不得隨意更換、複製或交於他人。 

三、社辦換鎖須經該社辦使用之全部社團同意後，始得更換，並於更換後 3 日內提供課

外活動組備份鑰匙。 

四、活動中心之公物及設備應愛惜使用，不得擅自攜出、交換或搬移他處。 

五、廢棄雜物、垃圾應依規定送至垃圾場，勿堆積於社辦或公共空間，經檢舉且查證屬

實之社團將予以記點。 

六、各社辦之冷氣空調設備應由使用該社辦之社團定期安排清潔及維護，該項目列為社

辦檢查之重點項目。 

七、各社辦使用社團有義務參加消防、急救訓練與演練，以維安全。 

第四條  社團辦公室之申請與分配 

一、所有社團均得於每學年度第 2 學期，依課外活動組公告時間提出次一學年度社辦使

用申請（包含已在使用社辦之社團），由課外活動組依該學年度校內社團評鑑結果之

等第依序分配。 

二、社辦之使用管理，由課外活動組統籌配置規劃，且不定時實施社辦檢查，考評社辦

環境整潔，及社辦設備、公物財產使用保管情形，並檢討各社辦實際使用情形及各

社團活動績效，作為未來分配社辦之參考依據。 

三、課外活動組於新學年度開學前，公告新學年度之社辦分配結果。 

第五條  社團辦公室之遷入及遷出 

一、社辦經分配完成後，社團須於課外活動組規定之時間內辦理遷入或遷出手續，學年

度內未經許可，不得任意調換或轉讓。 

二、社團交接時，應確實清點社團社辦及設備，並向課外活動組報備，以便申請修繕、

補充、購置，交接時如有缺失、毀損之情事，除依法追究責任外，由該社團負責賠

償或恢復原狀。 

三、解散之社團，於新學年度初取消社辦之使用權，並需於規定之時間內遷出社辦；如

因故必須延後，須向課外活動組報准。 

四、遷出社辦之社團，應將社辦打掃清潔後，歸還公物及大門鑰匙，並向課外活動組辦

理社辦繳回作業，辦公室公物遺失或損壞，需照價賠償。若未依規定辦理，則取消

下一學年度社辦申請資格。 

五、社辦交接後如有損壞，由新進駐社辦之社團負責賠償或修復。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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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社團活動教室申請與借用 

一、借用活動教室須於活動前 7 個工作天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教室，未在規定時間內

申請，不予借用。 

二、借用鑰匙時，務必帶著通過申請的教室借用單來借用鑰匙，於課外活動組填寫鑰匙

登記表，並押一張有效證件（健保卡及住宿證除外）。 

第七條  社團活動教室使用規定 

一、團體動能溝通室及活動室禁止飲食。 

二、請愛惜並維護活動教室的設施（櫃子、桌子、椅子、木質地板等）。 

三、使用社團活動教室時請先至門後方填寫「整潔確認單」，如未確實登記將予以記點。 

四、教室使用完畢後務必整理環境恢復原狀，並於後方的門「整潔確認單」確認簽名，

如未簽名或未恢復原狀將予以記點。 

五、離開教室務必關閉所有電源（電腦、電燈、冷氣等）、門窗確實上鎖，若檢查時發現

未確實做到，將予以記點。 

六、社團活動教室環境整潔由使用單位結束使用時打掃，並於歸還鑰匙時請課外活動組

檢查。 

第八條  社團辦公室及社團活動教室整潔 

一、社辦整潔由各社團（含系學會）自行安排社員打掃，課外活動組將不定期進行抽檢，

整潔分數將影響下次社辦申請，請務必保持整潔。 

二、公共空間（電梯口、走廊、廁所、平台）將由服務學習組安排勞作教育進行打掃，

請各社團體諒學弟妹之辛勞，務必將各自空間之垃圾自行丟棄至垃圾場，勿堆放於

公共空間，另飲水機僅供飲水使用，課外活動組將不定期進行抽檢，若經發現未依

規定者，將予以記點。 

三、社團活動教室整潔會依據「整潔確認單」確認該單位是否確實打掃，若檢查未過，

將予以記點。 

第九條  冷氣卡儲值使用規定 

一、冷氣儲值卡於領社辦鑰匙時領取。 

二、一間社辦只有一張冷氣儲值卡，請自行協調冷氣儲值卡放置位置。 

三、遺失冷氣儲值卡請至課外活動組填寫「器材遺失損壞單」，申請新的冷氣儲值卡，需

負擔工本費 100 元及儲值費用，製作需 7 至 14 個工作天。 

四、冷氣儲值卡只限於社辦使用，不得將冷氣儲值卡使用於其他空間，違者課外活動組

得沒收冷氣儲值卡，並依校規處分。 

五、冷氣儲值卡已有額度可供社辦或社團活動教室使用，使用期間為一學年，若在一學

年內超過額度，需自行至課外活動組儲值。 

第十條  禁止事項 

一、非經課外活動組同意，嚴禁在社辦住宿過夜，若經勸導仍未改善，將實施斷電管理，

情節重大者即取消使用該社辦之權利。 

二、各社辦及活動教室禁止使用火把、木炭、油燈、煤油爐、瓦斯爐、電鍋、電視或其

他各類高耗電量的電器，並禁止留置危險、易燃、易腐品；上述物品如確有需要使

用，須事先向課外活動組申請核准。 

三、晚上 10 點過後，應保持適度安寧，不得喧嘩、大聲播放音響、製造噪音。 

四、嚴禁於社辦內進行賭博、酗酒及任何違法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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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動物保護志工社收容之動物外，各社辦不得攜帶飼養家畜及寵物。 

六、各社辦非經課外活動組同意，不得擅自隔間、調換、移動。 

七、人員離室前應確實緊閉門窗，關掉全部室內電源（如電燈、電扇、音響、冷氣...等）。 

八、各社辦室內櫥櫃之裝置不得影響空氣流通，透明玻璃不得封貼遮蔽，牆面不得使用

鐵槌直接敲打及釘入鐵釘，如有此情事，須予以修復。 

九、如違反上述情事經勸導仍未改善將予以記點，累積三點則停權使用社辦一星期，情

節重大者即取消社辦使用之權利，如違反校規將提送相關單位處置。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學務處處主管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