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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ARTNER-課外活動組

姓名 業務

陳以德 組長 學生課外活動之策劃推行指導與考核

楊秋蓮 小姐

音樂性、體能性社團輔導

社團審議委員會召開

社團設備申購及管理

社團辦公室管理

績優社團幹部獎學金

王慶煌 先生

學生會、學生議會、學生評議委員會輔導

社長大會召開

自治性組織負責人代表選舉輔導

社團幹部訓練籌辦(大小幹訓)

推動課外組「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

康雅婷 小姐

自治性社團輔導

寒暑期營隊、迎新宿營輔導

社團評鑑業務(全校性.全國性)

社團交接與社團郵局帳戶變更業務

新成立社團業務

教育部學輔經費

陳玫伶 小姐

服務性、聯誼性社團輔導

社團服務學習規劃及督導

社團外聘指導老師業務辦理

社團輔導老師業務辦理、研習規劃

推動課外組「品德教育計畫」

鄭蕙瑾 小姐

學藝性、康樂性社團輔導

課外組場地與器材管理

推動課外組「特色主題計畫」

社團史話

濟世大樓１樓學務處(CS101)

(07)3121101#2114

高醫學務處 課外組網頁 課外組粉專

1



社團成立與輔導運作程序-成為試辦社團

1

2

填社團成立申請表3

擬定社團組織章程草案4

5

７
審核通過三週內召開籌備大會，通

過組織章程、推選社長及幹部，並

將籌備大會會議紀錄、簽到表、組

織章程、正副社長資料表送至課外

組核備登記成為試辦社團，使得開

始活動

將社團成立申請表、聯署名冊及社

團組織章程草案交至課外組

1.社團名稱

（須冠以「高雄醫學大學」）

2.宗旨

3.組織與職掌

4.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之條件

5.社員之權利及義務

6.幹部名額、權限、任期、選任及解任

7.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8.經費之運用與管理

9.章程之修改

10.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社團組織章程內容

試辦社團須知

※活動辦理

應辦理活動3次以上，每次活動本校學

生參與人數達20人以上，並製作成果報

告書及簽到單，於試辦期滿後繳交至課

外組。

※經費申請

不得向學校申請經費補助。

※試辦期限

試辦兩年未成立為正式學生社團者，六

個月內不得再申請試辦內容相似之學生

社團。

課外組網頁-表單下載

-社團成立相關表單

與課外組洽詢社團成立之相關問題

並確定性質屬性社團

依照興趣並找到3人發起20人以上

連署成立申請組織社團

６ 送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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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成立與輔導運作程序-成為正式社團

1

2

檢送社團相關資料至課外組3

4

資訊系統D.2.5.06登錄並印出簽名

1.新任正副社長基本資料表

2.社團輔導老師、指導老師、定期場地、

社費收取資料表

3.社團財產移交報告表

4.社團年度計畫

相關資料清單

試辦社團成立6個月後

檢具試辦期間活動成果報告書、收

支帳冊、幹部及社員名冊、未來主

要活動項目說明書等，送至課外組。

1. 本校學生社團成立後依社團組織章程及社團相關規定運作，因應社團需求可聘請專業指

導老師一至數名協助指導。

2. 若社團自覺或經相關指導老師發現有運作不良狀況，應該立刻與課外組輔導人員洽談，

課外組可介入輔導並且提供幾個管道洽詢協助，例如社團輔導老師、社團學長姐、社團

夥伴、學生會等。

3. 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召開社員大會時，應由社

團輔導老師簽准後，申請停社。

4. 社團有一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年內未至學務處課外組更新社團資料者，得由學務處課

外組提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審議委員會審議。

5. 連續兩年未參加學生社團評鑑者，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學生社團

審議委員會審議。

6. 停社之社團，社長須於學務處課外組通知後一個月內，清點社團財產併同財產清單及社

團辦公室空間使用權等，交由學務處課外組代為保管，停社二年未復社者，社團財產由

課外組依職權處理。

成為正式社團並接受輔導評估

送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核成立正
式社團

向課外組申請社團辦公室、社櫃、
社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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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會長應該做的事

職責

1. 社長對內綜理社務，對社員大會負責，對外代表學生社團。

2. 社長應依社團章程公開選舉產生，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若連任以一次為限。

（若社團任期採年度制，請另附全社社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於每年12月

送至課外組申請）

3. 未向課外組報備者，不得中途更換社長，一人不得擔任兩個以上學生自治團體或

社團之社長。

應該做的事

1. 必須參與全校社長會議（開會時間會發信通知，並張貼於FB高醫109學生社團資

訊平台）。

2. 必須參與每年之社團負責人研習會(薪傳營)、幹部訓練及社團評鑑。

3. 得設副社長一名，社員人數達二十人以上得增設一名，依此類推，至多共三名副

社長。

4. 學生社團舉辦活動，應於活動七天前（一般活動）、十四日前（經費補助）擬具

計畫書報請學務審核，並請社長與輔導老師簽章，逾期不受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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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項次 繳交資料 繳交日期 備註

1 社團改選表單 每年5月底前 資訊系統D.2.5.06

2 社團幹部獎勵建議表 每年5月、12月 每學期記獎勵一次

3 社團基本運作費申請 每年2月、9月 依課外組公告辦理

4 社團外聘指導老師費申請 每年2月、9月 申請指導老師費用

5 社團器材請購 依課外組公告辦理 每社上限25000元

6 社團刊物申請 每年11-12月 依課外組公告辦理

7 申請明年度學輔活動預算 每年11-12月 依課外組公告辦理

8 維護社團成員資料 隨時 資訊系統D.2.5.06

9 社團史話資料繳交 每年7月底前 依課外組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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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負責人更換負責人印鑑

攜帶已核章之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帳戶存簿、

原帳戶大小印鑑及新任負責人私章及身分證)

至本校郵局辦理

填寫後，送至

課外組康雅婷

小姐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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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申請權限維護-路徑

社長於WAC《D.2.5.06.a2》新增成員

請隨時維護社團成員

資料，社團成員才能

執行申請活動、製作

成果報告等相關社團

事務

WAC《D.2.5.09》或《D.2.5.10》進行測驗

首次申請需先觀看安

全需知、法律須知與

核銷相關概念PPT，並

完成測驗後方具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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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申請權限維護-觀看線上課程

STEP1-看完請點確定

請先點【線上課程連結】觀

看線上課程(會跳至下圖畫面)

STEP2-觀看線上課程

看完PPT後點選【社團

線上課程測驗題】將進

入右圖畫面，即可作答

STEP3-點選進入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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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申請權限維護-進行測驗

STEP4-開始測驗

全數答對，系統將祝賀你全數答對，即可跳至申請活動頁面

提醒

1. 作答完畢請務必按存檔

2. 存檔後選取之選項將變紅，題號下方將從“?”顯示“O”或“X”

3. “O”代表答案正確， “X”代表答案錯誤，若還有“X”請繼續作答

STEP5-全數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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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輔導辦法-1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宗旨：

為輔導學生社團活動之健全發展，制訂本辦法。學生社團之輔導事項，本辦

法未規定者，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2條 學生社團之屬性：

本校學生社團屬性如下：

一. 音樂性學生社團：以倡導音樂之演出與欣賞、以愉悅身心為宗旨。

二. 學藝性學生社團：以學術、技藝、研究為宗旨。

三. 康樂性學生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康樂活動為宗旨。

四. 服務性學生社團：以推展社會服務為宗旨。

五. 體能性學生社團：以推展健身、強化體能活動為宗旨。

六. 聯誼性學生社團：以促進友誼、砥礪情操為宗旨。

各屬性學生社團應選出代表一人擔任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委員，負責學生社

團之聯繫與聯合活動之策畫與推展，並參與討論學生社團輔導重大政策之規

劃。

第3條 學生社團由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輔導之。學生社團非依本辦法或

其他校規規定，經學務處核准成立，不得活動。

第4條 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

設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為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停社、經營、管理、經費

審核、評鑑、獎懲、輔導老師、外聘指導老師聘任資格、學生社團法規審議

等相關事宜，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成員由學生代表與教師代表共同組成，其

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二章 學生社團之設立登記

第5條 學生社團登記制：

學生社團之設立，應經登記。未予登記者，不得活動。

第6條 學生社團之設立與登記程序：

一. 發起：本校學生發起人三人及二十人以上連署，備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表、

連署名單等相關書面文件，送學務處申請，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核

通後始得成立。籌組之學生社團，其性質內容與現有學生社團重複或宗

旨不符者，得不予核准，文件退回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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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輔導辦法-2

二. 試辦：經審核通過之學生社團，應於三週內召開籌備大會，通過組織章

程、推選社長及幹部，並將籌備大會會議紀錄、組織章程、社長及幹部

名單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核備登記成為「試辦學生社團」後，始得開始

活動。但試辦學生社團不得向學校申請經費補助。試辦期間應辦理活動

三次以上，每次活動本校學生參與人數須達二十人以上，並製作成果報

告書及簽到單，於試辦期滿後繳交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三. 正式成立：學生社團試辦六個月後，應檢具試辦期間之活動成果報告書，

交由學務處提送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核。審核通過者，由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依其所附文件辦理登記正式成立。審核不通過者，文件退回原申

請人。試辦期間若有重大違規事件經查屬實，並經由學生社團審議委員

會決議後，撤銷學生社團正式申請資格。試辦兩年未成立為正式學生社

團者，六個月內不得再申請試辦內容相似之學生社團。

四. 以上各款所列各項文件有欠缺者，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得令其於二週內補

正，逾期不補正者，得拒絕其申請或登記。

第7條 變更之登記：

學生社團成立後，其組織章程、輔導老師、社長及幹部、財產狀況等如有變

更者，應於七日內作變更之登記。未依法變更登記者，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送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議處。

第8條 社團章程：

學生社團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名稱（須冠以「高雄醫學大學」）。

二. 宗旨。

三. 組織與職掌。

四. 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之條件。

五. 社員之權利及義務。

六. 幹部名額、權限、任期、選任及解任。

七. 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八. 經費之運用與管理。

九. 章程之修改。

十. 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學生社團章程，應由發起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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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輔導辦法-3

第三章 學生社團之組織

第9條 輔導老師：

各學生社團應聘請一名輔導老師，任期一學年。輔導老師由學生社團審議

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學生社團輔導老師，應由本校教師擔任並以輔導單一學生社團為原則。

第10條 輔導老師及指導老師之職責與權益：

一. 輔導學生社團發展、社務運作、活動規畫、專業研習、財產管理、改選

交接等事項。

二. 輔導學生社團舉辦及參與校內外重大活動，必要時應出席輔導。

三. 出席學生社團輔導老師會議，並協助學校處理有關學生社團活動之特殊

問題與重大事件。

四. 對學生社團學生優良事蹟或嚴重過失，得填具獎懲建議表，送學務處核

定獎懲。

學生社團外聘指導老師，由本校視當年度預算經費，依其實際指導學生社

團時數核發指導費，其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11條 社員：

學生社團之社員以本校在學學生為限，並應依所屬學生社團章程規定行使

權利、履行義務。

學生社團由學生自由參加，各社團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本校學生參加。

第12條 社員大會：

學生社團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決議機關。

下列事項應經社員大會決議：

一. 章程變更。

二. 社長之選舉與罷免。

三. 社員之除名。

四. 學生社團活動之計畫、經費預算及決算。

第13條 社長：

學生社團社長對內綜理社務，對社員大會負責，對外代表學生社團。

社長應依學生社團章程公開選舉產生，人數以一名為限，任期以一學年為

原則，若連任以一次為限。未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報備者，不得中途更換。

一人不得擔任兩個以上學生自治團體或學生社團之社長。

11



社團輔導辦法-4
社長應出席學務處舉辦之學生社團社長研習會。因事未能出席者，經學生

事務處同意後得由幹部代表出席。如社長因故未出席，且未委託學生社團

幹部代表出席，則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列入記錄，作為學生社團評鑑及學

生社團補助參考依據。

各學生社團得設副社長一名，社員人數達二十人以上得增設一名，依此類

推，至多共三名副社長。

第14條 學生社團交接

學生社團應於每年五月底前改選完畢，並須於改選後一個月內檢附新任正

副社長基本資料表、學生社團輔導老師、外聘指導老師、定期場地、社費

收取資料表、財產移交報告表、年度計畫、SWOT分析表、經營管理檢核

表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備查，以瞭解學生社團實際運作情況。

學生社團因故未能於每年五月底前改選社長、未依前項規定檢送資料，則

由課外活動組送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議處，當事學生社團得派代表列席說

明。

第四章 學生社團之活動

第15條 活動申請：

學生社團舉辦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審核，並請輔導老師輔導。經

費補助活動應於活動前十四日申請，一般活動應於活動前七日申請，逾期

不受理。

學生活動應依審核通過之計畫辦理。活動如未依計畫辦理且違規事項明確，

其處理如下：

一. 未舉辦之活動立即停辦。

二. 已舉辦之活動如獲本校經費補助則全額取消。

具前項第二款情事或活動違規情節較輕者，依社團活動違規記點流程提報

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

學生活動期間原則上以非上課期間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需於上課期間進

行社團活動者（以二日為限），需經相關課程授課老師、系主任及學院院

長之核准，並送學務處核備後且完成請假程序，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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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12



社團輔導辦法-5
第16條 活動安全：

舉辦活動安全第一，若預見危險之發生，應即停辦。

學生社團舉辦旅遊、參觀、登山、比賽等活動應辦理加保手續，活動申請

表應會簽校安中心，並得商請輔導老師、教師、教官或學務人員擔任領隊

於行前辦理說明會或相關安全訓練。

學生社團前往山區或危險地區活動，應檢具參與名冊，並擬定活動安全計

畫。若接獲本校學務處勸導撤離時，即應立即取消活動，並離開危險區域，

將相關人員撤至安全點或返回學校。

第17條 食品衛生：

學生社團若舉辦食品贈送或販賣活動，應符合其社團宗旨，並研擬食品安

全計畫及禁止於校園內發放酒精性飲料，但若因研究及教學需要，則不在

此限。活動所贈送或販賣之食品，應注意清潔衛生，並檢送食品檢體至本

校學務處衛生保健組保存48小時，若損及他人健康，則由學務處課外活動

組列入記錄，送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懲處。

第18條 對外活動：

學生團體對外活動或行文，應經學務處核准。邀請校外團體人士參加活動

時，亦同。

第19條 活動報告：

學生社團舉辦活動後十四日內，應填具活動成果報告表，送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備查，未於活動期限內完成活動記錄報告表者，相關經費不予核銷。

第20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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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社團辦公室、財物及經費之管理

第21條 學生社團辦公室：

學生社團得向學務處申請借用辦公室及傢俱，借期以一年為限。學務處得

依學生社團之屬性及評鑑結果分配上述空間及設備。

學生社團辦公室之使用，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數個學生社團共有之辦公室，應共同負起管理責任，不得互相推諉。

二. 除學生社團活動外不得作其他使用。

三. 應愛惜公物、保持清潔。
13



社團輔導辦法-6
四. 學生社團辦公室門鎖更換或加裝，應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統一處理。學

生社團不得任意更換或加裝門鎖。

五. 學生社團遷出時必須繳回所有鑰匙，並負責清潔整理；對於損壞、遺失

之公物必須賠償。

六. 學生社團不依規定使用學生社團辦公室者，學務處得隨時收回。

第22條 活動經費：

學生社團得依本校「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經費補助辦法」申請補助。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之籌募與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另得以收取會費、校外捐款、活動報名費及接受機

關團體補助等方式籌募活動經費。任何籌募經費之計畫，除收取會費外，

均應向學務處報備，始得進行。

二. 所得款項帳目均必須公開，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得隨時派員查核，並得將

查核結果列為學生社團評鑑之參考。必要時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得要求學

生團體公告帳目，以昭公信。

三. 學生團體所得活動經費，應全數充作該團體活動、業務、管理及發展之

用，不得挪為私用，或有其他圖利行為。以公益名義舉辦之募款所得，

扣除活動成本後，須作公益目的之使用。違反者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送

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議處。

第23條 收支報告：

學生社團經費應製作收支報告表，於學期結束前提報社員大會審查通過，

並經學生社團輔導老師簽署後備查。

第24條 財務交接：

社長交接時應將現有學生社團財產、經費、印鑑、帳冊、文書資料、活動

檔案等列入移交，並將財產清冊、帳冊及移交報告表經學生社團輔導老師

簽署後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備查。

第六章 學生社團之評鑑與獎懲

第25條 學生社團評鑑：

學生社團應依「高雄醫學大學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評鑑實施辦法」接受學

生社團評鑑。

14



社團輔導辦法-7
第26條 學生社團之獎勵：

學生社團表現優異者(如參加學生自治團體暨學生社團評鑑成績優良或參加

全國性競賽成績優良)，得依學生獎懲準則予以獎勵。

第27條 學生社團之懲罰：

學生社團違反法令、校規、本辦法規定或公序良俗者，除行為人及社長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分外，學務處經召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

對學生社團依情節之輕重予以下列之處分：

一. 警告並列入記錄，作為學生社團評鑑與經費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 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如暫時停止活動、扣學生社團評鑑總分或記

功嘉獎降級等)。

三. 停社處分。

第28條 申覆管道：

學生社團對於本辦法所規定之處分有異議者，得於公佈後一個月內由社長

向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覆。

第七章 學生社團停止活動及解散

第29條 學生社團之停社：

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者，停止社團運作（以下簡稱停社）：

一. 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召開社員大會

時，應由學生社團輔導老師簽准後，申請停社。

二. 有一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年內未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更新學生社團資

料者，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

審議。

三. 連續兩年未參加學生社團評鑑者，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報停社申請

案送交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

四. 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被處以停社處分者。

第30條 學生社團之解散

一. 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解散之決議，檢附申請書報請學務處核准後解

散之，後送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備查。

二. 有二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二年內未至學務處更新學生社團資料者，得由

學務處提報解散申請案送交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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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輔導辦法-8
第31條 第31條 學生社團停社或解散後之財務處理：

社長須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財產之清點及清理並歸

還學生社團辦公室空間使用權等。未清理完畢遺留之財產，視同遺棄物處

理。社長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學生社團財產清點及繳交者，經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再次通知仍未於一個月內辦理者，得提交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討論建

議懲處。

第32條 學生社團之復社：

一. 停社之學生社團得於停社六個月後，依下列規定申請恢復學生社團活動：

召開社員大會討論復社事宜，並將重整會議紀錄，由輔導老師核閱簽名

後，備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表、連署名單、組織章程、社員大會會議紀錄、

社長及幹部名單等相關書面文件，交由學務處轉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

審核，審核通過後為試辦學生社團，並可領回因停社被代管之財產。若

審核未通過，原文件退回，並不得進行學生社團活動。

二. 學生社團試辦六個月後，得檢具試辦後之活動成果說明書、收支帳冊、

幹部及社員名冊、未來主要活動項目說明書等，交由學務處轉請學生社

團審議委員會審核恢復成為正式學生社團。若審核未通過，原文件退回。

第八章 附則

第33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醒

所有法令規

章可至課外

組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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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違規記點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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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違規記點表-2

18



營隊違規記點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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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違規記點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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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申請
與成果



為什麼要申請活動？

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15條

學生社團舉辦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審核，並請輔導老師輔導。

學生活動應依審核通過之計畫辦理。活動如未依計畫辦理且違規事項明確，其處理

如下：

一、未舉辦之活動立即停辦。

二、已舉辦之活動如獲本校經費補助則全額取消。

具前項第二款情事或活動違規情節較輕者，依社團活動違規記點流程提報學生

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

活動申請核可後的好處

借器材 借場地 貼海報
課外組範疇

經費補助

限已排入經費預算之活動

課外組行政支援

發公文、請公假等

如何申請活動？

1. 學生資訊系統申請線上填寫（步驟說明p.48，首次申請需先通過測驗）。

2. 存檔、列印後交予社長與社團輔導老師簽名。

3. 附活動企畫書和經費預算表。

4. 一般活動於7日前，經費補助活動於14日前送至課外組輔導人員(蓋上收件章)，

才算完成申請喔！

企畫書

 活動名稱

 活動宗旨／目的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負責人聯絡資料

 活動(時間)日期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及人數

 活動方式

 活動流程：附流程表 or 課程配當表or節目單等

 工作執掌(名單及聯絡電話)

 經費預算：附預算表

 效益評估

 時間進度表(如甘特圖)

 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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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申請流程圖

1

於WAC上填寫活動申請表附活動企

畫書(同時上傳檔案)，並由社長與

社團輔導老師簽名或蓋章

2

一般活動於7日前，經費補助活動

於14日前，送至課外組各屬性承辦

人簽辦審核

3

公文簽核通過後，一般活動可至課

外組領回，經費補助活動可至課外

組拍照存檔

4 申請器材借用或其他事務支援

課外組會簽其他單位

場地確認與借用申請

1.申請前需至WAC查詢場地出借狀況並預約

2.一般教室外場地借用，請於活動申請時一

併附上相關文件

※康樂室-康樂室使用切結書

※其他特殊場地-借用申請表(總務處網頁)

5 活動結束14天內完成活動結案流程

提交成果報告書 提交成果報告書

與活動支出憑證

(含相關附件)

一般活動 經費補助活動

常見器材借用單位

事務組：E化講桌鑰匙、教室無線麥克風等

→事務組窗口借用

課外組：PA、海報版、滾延、等詳見p.44

請購與議價

經費補助單項或同一間廠商支出超過3萬元，

需檢附1張合格估價單以進行請購程序，3萬

元以上10萬元以下則由總務處進行議價。

軍訓室：校外活動

事務處：校內特殊場地及運動場地

營繕組：申請校內電力與其他電力相關事務

體育教學中心：體育相關器材借用

會計室：經費補助，包含教育部及社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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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注意事項-1

食品贈送/販賣(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17條)

學生社團若舉辦食品贈送或販賣活動，應符合其社團宗旨，並研擬食品安全計

畫及禁止於校園內發放酒精性飲料，但若因研究及教學需要，則不在此限。活動所

贈送或販賣之食品，應注意清潔衛生，並檢送食品檢體(以製作日期為基準，完整1

份或達200公克)至本校學務處衛生保健組保存48小時，若損及他人健康，則由學務

處課外活動組列入記錄，送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懲處。

哪些食品需特別注意？

高風險食品

(潛在危害性食品

PHF)

 在沒有溫度控制下(如冷藏、冷凍或加熱保溫)，可以支持食品病原微生物生長

的食品。

 符合4項PHF原則者，方為PHF。

 例如：鮮奶油等乳品、豆腐等黃豆製品、荷包蛋等蛋品、煎魚等水產品、肉排

等肉品，以及其他含PHF原料之產品，如三明治、沙拉、涼拌菜等。

PHF原則：

1. 高水活性：水活性0.85以上，相當於非乾燥品。

2. 低酸性：pH值，4.6以上，相當於不酸的產品。

3. 非罐頭食品。

4. 含高蛋白質、高營養成分者。

登山活動

社團申請登山活動，需填寫切結書。

邀請師長

大型活動應主動於至少7日前發邀請函，邀請校長、副校長、學務長等師長參加。

保管器材&維護場地責任

使用學校場地與器材需負保管與維護之責，若本組器材因人未損壞，需於一個月內

賠償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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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注意事項-2

公文發送

若需課外組發送公文，需於活動申請核可後，於預定收文日期前14個工作日，備妥

相關附件、註明受文者及詳細地址，交予課外組所屬輔導人員，以便發送公函。

文件用印

各式文件(獎狀、感謝狀等)需用印(學校關防、校長名等)，需於活動申請核可後，於

預訂收件日期前7個工作日，備妥文件與用印申請表，交予課外組所屬輔導人員。

校內禁用明火

舉辦活動時，需注意校內用火規定，詳見總務處場地用電及明火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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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注意事項-社團勸募

學生社團禁止以社團名義進行勸募

相關規定詳見衛生福利部公益勸募管理系統 (https://sasw.mohw.gov.tw/ap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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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注意事項-遊覽車租用

出發前需確實覆核【車輛安全檢查表】並交至課外組

教育部規定，需租用5年以下遊覽車，並確

實了解逃生設備相關位置及方式。

依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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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廠商車輛等需進入校園，需填寫【車輛進入校園臨時
停放申請表】

各項活動注意事項-車輛入校

3個工作日前提出申請，若無法提前得知車

牌號碼及駕駛人資料，可先填寫廠商名稱，

並標註何時補上，且確實補上

由課外組簽核

社團請勿填寫

課外組核章完畢後，請自行

送至同盟路警衛室與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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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寫成果報告書？

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19條

學生社團舉辦活動後十四日內，應填具活動成果報告表，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備查，未於活動期限內完成活動記錄報告表者，相關經費不予核銷。

哪些活動需繳交成果報告書

ALL

 一般活動

 學校經費補助之活動

 使用社團基金之活動

 校外其他單位補助之活動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類型 活動成果報告表
活動照片剪影
(4-10張，含說明)

支出憑證與附件
(詳見p.31)

一般活動

經費補助活動

活動成果報告表

如何填寫活動成果報告書？

1. 至WAC線上填寫成果報告表(步驟說明p.50)。

2. 存檔並列印，社團負責人與總召簽名後，送至社團輔導老師簽名。

3. 附活動照片剪影(至少2張A4)等附件。

4. 活動結束後14日內將成果報告書送至課外組。

基本資料 活動執行情形
自我優劣評鑑
(分點描述)

檢討與建議
(分點描述)

活動名稱

活動宗旨/目的

指導單位/主辦單位

負責人聯絡資料

O月O日-OOO活動
地點：OOO
參加人數：OO人

1.優點
(1) ……
(2) ……

2.缺點

1.與原定計畫之落差
(1) ……
(2) ……

2.有無製作紀錄供未來參考
3.改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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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補助
與核銷



可以申請經費補助的活動

一案不

得兩報

特別注意：
學校經費來源皆為教育部補助，教育部規定一案不

得兩報，故同一活動不得同時向2單位申請補助。

各項補助經費來源與申請時程

可補助類型 經費來源 申請時程

一般性活動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學輔經費)

整體獎補助
每年11-12月

社團刊物 整體獎補助 每年11-12月

基本運作費 整體獎補助 每年2月、9月

外聘指導老師鐘點費 整體獎補助 每年2月、9月

社團器材請購
(各社團上限25000元)

整體獎補助 依公告時程

需發文至校外之校外單位補助 依各單位公告

※實際申請時程與規定依課外組公告辦理

社團基金

1. 各社團若收到外界捐款，務必將捐款依捐款流程存入社團基金。

2. 使用社團基金之活動申請與核銷流程比照其餘經費辦理。

3. 捐款流程：

填寫【高雄醫學大學捐贈聲明書】後送至課外組，待各屬性承辦人員將捐贈資料

於系統建檔後，將已核章之捐贈明細表與現金(支票)送至出納組存款，並領回學

校開立正式收據(可扣抵所得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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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基金－高雄醫學大學捐贈聲明書

資料務必填妥，出納

組將開立正式收據，

秘書室將寄送感謝狀

請勾選此項並填上社團名稱

若選擇現金捐款，請先至課外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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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注意事項

經費核銷期限
各式活動核銷：活動結束後14日內，逾期概不受理，並列入平時評鑑成績扣分項目。

外聘指導老師、社團基本運作費等：依公告辦理，逾期概不受理，並影響後續同一

類型經費申請。

合格支出憑證

經費核銷需於規定期限內，檢附已分類整理之合格收據、發票等支出憑證、相

關附件與經費支出明細表。

1. 合格支出憑證如上表。

2. 需核銷之單據皆需打上學校統一編號76001900，抬頭為【高雄醫學大學】。

3. 單據時間需於活動申請核可後至活動結束才有效(相片沖洗或成果報告影印除外)。

4. 單項或同一間廠商支出超過3萬元需於活動申請時提供估價單。

5. 單一活動社團不可代墊超過1萬元，若有特殊情事請於企畫書備註理由。

6. 商品名稱、規格與數量請注意是否與預算吻合。

7. 單據塗改需加蓋廠商負責人私章(金額不得塗改)。

不合格
單據

規定 備註

統一發票 二聯式、三聯式、收銀機發票
盡量拿二聯式

收銀機發票需加註物品名稱

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

需蓋店家店章(需有統編)與負責人私章

其他

郵資-購票證明&函件執據

講師費-校外人士簽收收據

保險費-收據&保險人員名冊

交通費-車票或購票證明

1. 送貨單

2. 估價單

3. 任何單據之影本

4. 手寫收據

大大大
提醒!!

遇到不確定的單據，

請先拍照或拿至課外

組與各屬性承辦人確

認，避免無法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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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經費項目申請規定與合格附件

交通費
1. 捷運、渡船：需檢附購票證明。

2. 火車：自強號來回車資，需檢附來回票根。

3. 客運：來回車資，需檢附來回票根。

4. 高鐵：可搭乘高鐵，但只補助台鐵自強號費用(校外講師可付全額)，需檢附來

回票根。(若高鐵票價低於台鐵自強號費用，則補助較低費用)

不得
核銷

計程車車資

車輛油錢

講師鐘點費&健保補充費
1. 校外講師鐘點費最高2,000元/時，需檢附校外人士簽收收據(可至會計室下載)與

活動流程表，若講師未於本校領過相關費用，請提供講師本人帳戶影本。

2. 須支出校外講師健保補充費，為鐘點費之1.91%。

印刷費

1. 需檢附A4大小黑白樣張。

2. 印刷各類文宣品、計畫書與成果報告書等，應以實用為主，避免豪華精美。

膳食費

早餐 午餐
(便當或餐盒)

晚餐
(便當或餐盒)

茶點
(點心或飲料)

每人費

用上限
40元 80元 80元 -活動3小時以上

每人上限20元

-活動7小時以上

每人上限40元規定
開始時間需

為07:00前

開始時間需為12:00-12:30

或結束時間12:30後

結束時間為

18:30後

需檢附簽到表正本(含開會日期及起訖時間，勿用鉛筆簽名)與相關會議紀錄。

雜支
電池、垃圾袋、郵資等，需與活動相關，且不得超過該活動總申請金額5%。

不得
核銷

3C產品、獎品、獎盃、木材、營服、個人生活用品、鍋碗瓢盆、

清潔用具(含廚房及個人衛生)、裁判費、匯款手續費等，社團

基金不在此限。

※購買個人用品請另開收據，勿和報帳收據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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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式統一發票

抬頭：高雄醫學大學

年月日需詳填

三聯式統一發票

需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抬頭：高雄醫學大學
年月日需詳填

統編：76001900

二、三聯皆需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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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收銀機統一發票

統編：76001900

購買明細

漏打統編時，請店家

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提醒

統一發票需加註購買

物品名稱，請用鉛筆

寫在發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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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抬頭：高雄醫學大學

年月日需詳填

合計需為國字大寫

需含店名、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私章

提醒
國字大寫：
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

其他單據-郵資 學校統編+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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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單

抬頭：高雄醫學大學

店章

提醒 單項或同一間廠商支出超過3萬元，需檢附1張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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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活動日期、起迄時間

提醒 膳食費、食品費需檢附簽到表(簽名人數需多於單據人數)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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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器材
海報張貼



場地借用

管理單位 地點 備註

教務處 教室

總務處

國際會議中心A、B廳 需以簽呈借用，並一律收取場地費

演藝廳

大講堂

第一教學大樓玄關

國研大樓川堂

除線上借用外，須同步填寫紙本借用

單

綜合集會場

操場
僅需紙本借用

學務處

品德走廊1-6

郵局前廣場上、左下、右下

濟世大樓B2舞蹈教室

濟世大樓B2康樂室

濟世大樓B2巧思空間

濟世大樓B1鏡牆

新館宿舍視聽室

康樂室需繳交使用切結書

1. 學校活動場地眾多，各管理單位與借用流程皆不同，本篇僅列出常用地點。

2. 社團使用場地皆須以活動名義，並至WAC借用(部分除外)，活動尚未核可前僅可

預借，若未於規定時程內完成活動申請，各場地管理單位得取消該場地預借。

WAC場地借用路徑

D.2.5.09、D.2.5.10活動申請介面，

填妥申請表後，點選上方場地借用

點選須借用之地點與時間

務必填寫用途說明與聯絡電話

初審職員請選各屬性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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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借用教室
1. WAC場地借用需於使用時間前一天14點前登記完畢，超過時限需至教務處，使用

專用電腦至WAC借用，並填寫教室借用申請單。

2. 本借用單請確實填寫！借用時間與冷氣使用時間一律以整點為範圍，教師簽名需

由社團輔導老師或代理老師簽名。

借用單填妥及簽名後，送至

課外組各屬性承辦人簽核，

並依序送至教務處與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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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場地違規使用處理

1. 為有效規範課外組管

理場地，108年11月

1日起正式實施，並

於實施後定時於每月

第1個工作天以全校。

信方式公告違規紀錄

2. 各單位使用場地後本

組將派人檢核，若發

現下列違規情形將予

以登記並依情節輕重

禁止借用該場地對應

時限(違規登記表如

右圖)。

 場地未恢復清潔，於違規事實確認隔日起，禁止借用該場地1個月。

 未關閉各項設備電源，於違規事實確認隔日起，禁止借用該場地1個月。

 未經核准，任意變更設備原有設計用途或架設臨時燈光音響，於違規事實確認隔

日起，禁止借用該場地2個月。

 非指定操作人員於使用期間進入音控室，於違規事實確認隔日起，禁止借用該場

地3個月。

 損壞場地各項設備(含裝潢、器材)，於違規事實確認隔日起，禁止借用該場地1個

月，並需於1個月內賠償實物，若未於1個月內完成賠償，則延長禁止借用該場地

5個月。

 攜帶爆炸物、易燃物等違禁品，於違規事實確認隔日起，禁止借用該場地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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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室切結書與音控工讀生申請
1. 借用濟世大樓B2康樂室，除需至WAC線上借用外，需填寫本切結書交至課外組各

屬性承辦人員，待活動申請核可後，依據本切結書填寫借用時間進行審核。

2. 康樂室備有E化講桌與1台中PA可自由使用，若需額外使用音控室，需聘請音控工讀

生，由音控工讀生操作音控室器材，音控工讀生由課外組進行公告與媒合，工讀金

以時薪計算，由借用單位自行支付工讀生，其時薪不得低於規定基本時薪。

申請音控工讀

生需填此欄位

請注意彩排及

場佈時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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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室檢核
使用濟世大樓B2康樂室需填寫場地檢核表，於使用前後分別進行檢核，並於規定

時間請課外組派人覆核，若借用單位未於使用前確實檢核，致使場地器材損壞而無法

判定肇事單位，將由該借用單位進行負責。

社團務必於活動前、

後分別檢查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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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借用
1. 學校可供借用器材單位眾多，借用流程亦不同，本篇僅列出常借用之器材。

2. 課外組器材除標示*外，皆不可攜帶至校外。

管理單位 器材清單

體育組
各式球類相關用品 拔河繩

三角錐 記分板、碼表

總務處

雷射指示筆、E化講桌鑰匙 簡報筆

各教室無線麥克風 有線麥克風

大垃圾桶 塑膠椅

桌巾 托盤

衛保組
急救箱 (於活動日前至WAC-D.2.5.13申請借用，活動

結束隔日歸還，逾期歸還下次不得借用)
輪椅

課外組

(借用期間若

因人為因素使

器材損壞，需

於1個月內賠

償等價實物)

*旗桿(固定、伸縮)、旗座 *對講機 長桌

*校旗 *中PA-手提 摺疊椅(車)

*滾延(二孔) 中PA-輪子 瑜珈墊

*三轉二轉接頭 合唱台 梯子(長、短)

*小聲公 麥克風架 推車-大白(桌子專用)

*大聲公 海報版(橫、直) 推車-小藍

*伸縮譜架 紅龍 推車-購物型推車

課外組器材借用

預借：活動日前7天可至WAC線上登記(需先通過活動申請)。

領取：

歸還：活動結束當日或隔一工作日需歸還器材(一次歸還)，逾期歸還將停權借用。

1. 列印借用單後，於周一至周五8點至12點或13點至18點間至課外組器材室

CS104，押證件辦理借用，器材需一次領取完畢。

2. 活動前一工作日或當日方可領取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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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張貼規範
學校可供張貼海報區域眾多，管理單位與張貼流程不同，本篇僅課外組管理範圍。

區域 位置 說明 備註

A區 濟世大樓1樓品德走廊
15格海報欄位

2格宣傳單欄位
須符合雙語規定

B區
濟世大樓1樓學務處

(CS101)前

14格海報欄位

4格宣傳單欄位
以校外單位重要宣傳為優先

C區
濟世大樓地下1樓

CSB101教室外
10格海報欄位 須符合雙語規定

張貼區域

類別 尺寸 說明

海報 ≧A3 直式不超過A1，橫式不超過A0(橫式≧A2需申請2欄位)

宣傳單 ≦A3 直式不超過A4，橫式不超過A3

宣傳品分類

雙語規範
※直式宣傳品長邊＞寬邊，橫式宣傳品寬邊＞長邊

宣傳品標題、名稱、單位(含所屬、主辦、承協辦等)名稱、活動名稱、時間與地點皆

須含中英語。

額度限制

各單位海報欄位與宣傳單欄位分別以2格為上限，且2格需於不同區域。

期限限制
宣傳品張貼申請分為單次活動與系列活動，期限限制如下表。

類別 核准天數 延長次數(天數) 備註

單次活動 14天 0

系列活動 14天 3次(21天) 單次延長為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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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海報張貼&清除流程與注意事項

1 活動申請通過

2
查詢確認欲張貼之宣傳品位置，

是否可張貼

3
將符合雙語規範之宣傳品拿至課

外組請各屬性承辦人蓋章證明

4

將蓋完證明之宣傳品拿至課外組

器材室CS104登記，並領取宣傳

品審核章

5

將宣傳品審核章附於宣傳品右下

角後，即可將宣傳品拿至核准欄

位張貼

6 到期日隔一工作日中午12時前自

行清除

1. 宣傳品內容須符合活動申請

之內涵，並不得違反善良風

俗。

2. 課外組審核通過後給予期限

單，張貼時須將此單附於宣

傳品右下角。

3. 核准張貼的首日為起始日，

核准張貼最後一日為到期日，

到期日隔日中午12時前各社

團須自行清除，否則課外組

將拆除並以違規記點(1點)處

理。

4. 僅可用圖釘、釘槍或釘書機

相關不損壞欄位方式張貼宣

傳品，其餘損壞欄位之方式

皆以違規記點(1點)處理。

5. 張貼於非公告範圍(柱子、天

花板與地板等)以違規記點(1

點)處理。

6. 學年違規記點達3點，取消

當年度張貼權。

注意事項

宣傳品欄位登記表＆
違規紀錄(僅供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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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資訊投稿課外組粉專
109學年度起，課外組粉專正式上線，除課外組業務公告、製作

高醫社團懶人包、轉貼各式社團相關訊息外，亦將開放社團進行投稿，

一同增加資訊曝光率。

可投稿類型

社團介紹、固定社課宣傳、活動宣傳(需通過活動申請)及活動成果展現。

投稿及貼文方式

將指定資訊寄信至R071036@kmu.edu.tw或私訊課外組粉專，收件後將回覆是否通

過投稿，若通過投稿將依序進行排程。

指定資訊

1. 社團名稱

2. 內容類型 (社團介紹/社課宣傳/活動宣傳/活動成果)

3. 聯絡資訊 (社團粉專、信箱、活動聯絡人等資訊，供有興趣者可直接聯繫社團)

4. 內文(可含圖片、影片、連結等)

內容限制

需不違背社團宗旨、法律、校內各式規定且無違反善良風俗及引起他人不適之疑慮。

提醒
粉專排程由課外組進行，社團投稿無法指定貼文時間，但若

有希望貼文時間可於投稿時備註，將作為排程參考。

提醒
宣傳文案請以正面態度設計，盡量避免僅少數同學看得懂的

內梗或是地獄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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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使用



WAC系統使用-活動申請

一般活動

使用費用自籌、社費、報名費

等不需向課外組核銷者，皆點

選D.2.5.09校內外活動申請(一

般)。

經費補助活動

使用學輔經費、整體獎補助、

社團基金與其他單位補助款等

需向課外組核銷者，皆點選

D.2.5.10校內外活動申請(經費

補助)。

資料填寫完畢並上傳附件電子

檔後，點選列印，即可印出活

動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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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系統使用-活動申請表範本

社團負責人需簽名

輔導老師需簽名

注意事項務必詳閱，送至課外組

並蓋上收件章後，才算收件完成

附件上傳後，需列印附

於申請表後送至課外組

活動申請表送至課外組蓋上收件章後，才算完成活動申請之提出，一般活動申請

須於7日前提出，經費補助活動申請需於14日前提出，未於規定時程內皆算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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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系統使用-成果報告表

輔導老師、社團負責人、活動總召需簽名

附件上傳後，需列印檢

附至課外組

一般活動與經費

補助活動皆須填

寫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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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系統使用-器材借用

STEP1-至WAC

STEP2-看完請點選項按紐

活動日前7天可

至WAC預借

51



WAC系統使用-器材借用

STEP3-點選新增後，填寫基本資料

社團活動名稱

(事由)請點選放

大鏡選取

STEP4-選擇社團編號後按查詢，點選活動名稱(將自動帶入)

STEP5-輸入其他
欄位資料後按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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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9-確認器材品項，並填入數量(備註)後點選存檔，出現存
檔成功即可

WAC系統使用-器材借用

STEP6-上方存檔完畢，點選下方新增

STEP7-使用放大鏡挑選器材

STEP8-點
選器材代碼
(將自動帶
入)

已預借完畢

之器材將不

會顯示

需自行列印

至器材室

CS104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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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防疫
規定



社團防疫規定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依據「武漢肺炎公眾集會因應指引」、「各級學校因

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及本校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等規定與決議，各社團進行社團活動(含社團成

員相關會議與社課)時，請注意及配合下列事項。

社團活動申請

除活動申請表及活動企畫書外，需同時上傳並繳交防疫及應變計畫書及高雄醫學大學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會風險評估表。

社團人員名冊繳交

所有集會(含一般社課及校內外活動)結束後繳交參與人員名冊(紙本或是電子檔)予課外

組屬性承辦人。

額溫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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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不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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