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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全校學生社團社長座談會流程表 

日期：110年 9月 23日(星期四) 18時至 20時     地點：學務處會議室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18:00-18:10 報到 
1與會人員簽到 

2.聲音測試 

18:10-18:15 師長致詞  汪宜霈學務長致詞 

18:15-18:20 主席致詞 
課外組 

陳昭彥組長致詞 

18:20-18:30 性別平等宣導 
生輔組 

李嘉苹 小姐 

18:30-18:40 書院軟實力介紹 
書院 

吳羿瑩小姐 

18:40-19:50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軍訓室 

程言美教官 

18:50-19:20 課外活動組報告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 

       鄭蕙瑾小姐 

19:20-19:40 學生會會務報告 
第十八屆學生會會長孫紫茵 

        社團部林婧瑀 

19:40-19:50 提案討論  

19:50-20:00 臨時動議  

20: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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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全校社團社長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9月 23日(星期四)下午 18時 

開會地點：學務處會議室 

會議方式：線上會議 

主持人：課外組陳昭彥組長                  紀錄：王慶煌先生 

出席者：學生會長及幹部、各社團社長、各系學會會長 

列席者：學務處汪宜霈學務長、課外組陳昭彥組長、楊秋蓮小姐、康

雅婷小姐、王慶煌先生、陳玫伶小姐、鄭蕙瑾小姐。 

壹. 師長致詞： 

汪宜霈學務長：各位社長大家好，因疫情原因目前學校仍採線上

授課，社團因此要在 10月 11日以後才能恢復辦

理實體活動，希望在大家回校以後，社團在各位

的努力之下能更加茁壯發展，祝大家順利平安。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業務報告： 

一、 生輔組李嘉苹小姐：性別平等宣導(如附件 1)。 

二、 書院吳羿瑩小姐：書院軟實力介紹(如附件 2)。 

三、 軍訓室程言美教官：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如附件 3)。 

四、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課外活動組業務報告 (如附件 4)。 

五、 課外組鄭蕙瑾小姐：課外活動組業務報告資料(如附件 5)。 

肆. 學生會會務報告-報告人： 

一、 第十八屆學生會會長孫紫茵(詳如附件 6)。 

二、 第十八屆學生會社團部(詳如附件 7)。 

伍. 提案討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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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10年 09月 23日 20時                                                       



性別平等宣導
高雄醫學大學

活動辦理注意事項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



高醫的性平宣示

學校教職員工生
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
應尊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防治準則第六條)。

性別尊重。友善校園

2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
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
騷
擾

3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常
見
樣
態

探詢他人的隱私、性傾向、性生活 不受歡迎的肢體接觸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利用職權或機會脅迫對方

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的過度追求或暴力分手

講黃色笑話或是具性暗示的言語 向他人展示色情圖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
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性
騷
擾

性
霸
凌

4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常
見
樣
態

嘲笑或非議他人的性別特徵、性別特質，如：「波霸」、「娘娘腔」

發表歧視不同性傾向的言語，如：「死gay」

傳遞與性有關令人討厭的紙條或謠言



學生活動觸犯性平法
相關案例

5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本校牙醫系宿營宣誓詞事件 宣誓詞中含有不妥字眼

台大雄友之夜事件 仿色情片照片和劇情的宣傳文案

屏科大迎新事件 隊呼中含有性器官等不雅字眼

長榮大學宿營事件 麵包放下體叫學妹吃

中原大學迎新事件 要求隊員脫光衣褲闖關

景文科大迎新事件 要求學弟妹脫掉內衣褲、脫光男生
身上放食物要求女生用嘴咬，學長
姊於事後被檢察官依強制罪起訴

從活動宣傳到內容設計，每個環節都要特別小心注意!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42214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322/1081868/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91061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80925/SZG33EPLUCQXR6KFDAC7KWFPQY/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921/37788263/
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201128/ZOWYBGTZOBHD5M3K5CZM3I2FY4/


高醫性平會聯絡資訊

高雄醫學大學性平會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頁

law@kmu.edu.tw

申請調查窗口: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生輔組李小姐

亦可撥打24小時專線07-3220809尋求及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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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活動申請懶人包

高醫書院



申請時間

• 活動前30天前提出申請。

• 須繳交活動企劃書、活動
申請表。

• 經書院總導師會議審核後，
通知申請人是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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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通過後

• 須提供活動海報/文宣
(電子檔)，將放置書
院宣傳管道宣傳。

• 提供報名連結，讓學
生報名參加。

• 與承辦人確認問卷內
容是否須增減。

3



活動/講座辦理當天

• 須使用書院制式簽到
退表格，並提醒書院
生務必簽退，以利點
數計算。

• 發放活動問卷(紙本/
線上)並提醒書院生完
成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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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講座辦理後

• 活動結束後10天內須
繳回簽到表副本，以
利軟實力點數計算。

• 請將資料繳交至學務
處，書院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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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 若活動類型為【展覽】
者，請於各項作品附上
說明(如：作品名稱，創
作說明，創作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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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 若展覽活動有舉行開幕會/
茶會，比照活動形式辦理，
亦須執行簽到退(紙本)及發
放活動調查問卷。

• 開幕會/茶會結束後10天內，
繳交相關資料至學務處承
辦人員。

7



檔案載點

• 高醫書院表單下載區

• http://bit.ly/2NpOKNF

•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
洽詢，分機2114。

8

http://bit.ly/2NpOKNF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報告人：校安中心 程言美

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

全校學生社團社長座談會

1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要安全也要顧“錢錢”
同盟路大門口左右兩側人行道，請勿
騎乘騎車，不要和你的錢包過不去

2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3

路口「應」禮讓行人

行人「應」走行人穿越(行穿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SrUr70Gmc

路口慢看停、行人優先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SrUr70Gmc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守規則，就型

騎車：一定要兩段式左轉

變換方向前先打方向燈

走路：過馬路千萬要走斑馬線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22fj8TV

6E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22fj8TV6E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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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國內外大學發生多起校園安全社會事件，提
醒同學多注意自身安全：

一、提醒同學上學或參加社團活動勿單獨太早到，

不要太晚離開，務必儘量結伴同行，絕不行經

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避免單獨留在室內場所或偏僻的角落，不單獨

上廁所，確保自身安全。

三、在學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事、物均應提高警

覺，應立即通報師長及校安中心(校安中心有教

官或校安組員24小時值勤07-3220809)協處，預

防校園危安事件發生。

平安健康快樂學習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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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假審核流程

學生請假作業說明
(依109年9月4日學務會議通過學生請假辦法修訂)

學生
請假

導師
3日內

系主
任或
所長
4~7日

系統e-
mail通知

系統e-
mail通知

院長
8日
以上

T.4.22.學生請假
審核作業_導師用

T.4.23.學生請
假審核作業系

主任用

系統e-
mail通知

T.4.24學生請假審核
作業系院長用

學生請公假附須上傳一級主管核准之公文(簽呈)
承辦人:軍訓室黃建嘉先生 分:2120#39

https://wac.kmu.edu.tw/tea/teasrv/team4202.php
https://wac.kmu.edu.tw/tea/teasrv/team4202.php
https://wac.kmu.edu.tw/tea/teasrv/team4202.php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全校社長大會課外活動組報告資料 

一、 110-1學生社團各項補助案： 

{將於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查，預定 10月公告。} 

專案一：110-1社團外聘指導老師指導費申請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0/10/04 (一) 17:00 前 

■ 申請資格：凡本校正式成立之各社團皆可申請辦理。 

■ 授課時間：110/9/23-11/26 

■ 資格限制： 

  1.外聘指導老師為社團技藝上的教學指導，只能聘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

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不能擔任指導老師。 

  2.鐘點費只限直接匯款給社團外聘老師(請提供帳號)。 

  3.每學期擔任社團固定社課指導教學。 

  4.鐘點費：約 300元/每小時(依年度預算調整)。 

■ 繳交文件：學生社團外聘指導老師申請表 

■ 審查方式：提送 110-1 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查 

■ 核銷時間：110/11/26(五)17:00前（注意授課日期） 

■ 洽詢單位：課外組 陳玫伶小姐 07-3121101分機 2114 

 

專案二：110-1社團基本運作費 

■ 申請時間：至 110/10/04 (一) 17:00 止 

■ 補助金額：依 109學年度社團評鑑成績規定辦理。 

  1.特優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3000元。 

  2.優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2500元。 

  3.甲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2000元。 

  4.乙等社團、新成立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1500元。 

    5.丙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500元。 

■ 補助項目： 

  1.社團會務運作： 

   (1)社團例行性會議：補助影印費、餐費及雜支。 

   (2)社團例行性課程：補助影印費、餐費、文具、消耗性教材費及雜

支等。 

  2.社團幹部培訓： 

   (1)社團代表參加各項比賽：補助交通費、保險費或住宿費。 

   (2)社團代表參加康輔研習：補助交通費、保險費或住宿費。 



 

 

   (3)社團辦理演講或座談：補助文宣費、校外講師演講費及交通費。  

■ 繳交文件：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社團活動基本運作費申請表 

■ 核銷時間：110/11/26(五)17:00前 

■ 洽詢單位：請洽各屬性社團輔導人員 07-3121101分機 2114 

(1)自治性-康雅婷小姐  

(2)學藝性、康樂性-鄭蕙瑾小姐 

(3)服務性、聯誼性-陳玫伶小姐  

(4)音樂性、體能性-楊秋蓮小姐 

二、 {開會通知-社團審議委員會}： 

將於 110年 10月 12日(二)中午 12時，假康樂室召開，請各屬性審議委員準時出席，

會中將討論社團停社案、社團輔導老師聘任案、社團外聘指導老師聘任暨授課鐘點

費申請案、社團法規修正案等。 

三、 {績優社團幹部獎學金}： 

請各績優社團（109 學年度校內評鑑甲等以上社團含系學會、學生會）推薦任期完

成優秀幹部。並具有下列資格： 

(一)上一學年度學業成績總平均 60分以上，操行成績 82分以上。 

(二)熱忱盡責、積極推動學生社團業務且表現優異者，或參加社團評鑑獲獎者。 

請繳交：1.申請表。2.上一學年度成績單(教務處申請)。3.幹部證明(可由學生歷程

檔案下載)。4.電子檔 (請 mail至 woly@kmu.edu.tw-楊秋蓮小姐收 )。 

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10月 1日(下午 5點)截止。 

四、 社團正副社長及社員資料登錄 

     每社團社長 1人、副社長 1人，若社員超過 20人則可增加 1名副社，以此類推， 

最多可有 3 名副社長，若系統上已新增 2 名副社長者，社員人數需達 20 人；3 名副社

長者，社員人數需達 40 人。請各社團負責人於 11月 26日(五)前將社員資料更新至 wac

系統(D.2.5.06.a2 社長社團成員)，以利統計各社團人數。 

五、 社團郵局帳戶更換請於 110/10/29(五)前完成，需事先至本校郵局預約，再憑申請

單至課外組蓋章辦理。 

六、 社團移交資料請於 110/10/29(五)17:00 前繳交至學務處，繳交資料包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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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計畫表 

(5)社團 SWOT分析表 

(6)社團經營管理檢核表 

(7)社團辦公室使(借)用契約書(2張) 

 

mailto:woly@kmu.edu.tw-


 

 

七、 {學生社團場地器材借用須知}： 

(一)場地借用： 

1.教室借用：於 WAC資訊系統填寫活動申請表後即可於系統預借場地(初審人員請點

各屬性承辦人)，但活動申請審核通過後，各屬性承辦人進行場地借用初審，並經場

地管理單位審核通過，才算完成借用手續，如借用康樂室需填寫康樂室切結書(110

學年度起改為線上表單)，並於使用前後分別進行檢核並填寫檢核表(110 學年度改

為線上表單)。 

2.大型場地：(綜合集會場、N大樓 1樓川堂、大講堂、演藝廳、國研大樓川堂…等)：

將活動申請書及至總務處下載填寫場地借用申請表一同送審。 

   3.室內大型場地: 大講堂及演藝廳提供學生社團活動免費申請借用限一次彩排及正 

式演出，第二次起彩排借用依「高雄醫學大學場地及器材借用收費標準表」規定場

地租借費用標準五折收費。 

(二)器材借用與歸還： 

1.預借：活動日前 7天可至 WAC線上登記(需先通過活動申請)。 

2.領取：列印借用單後，於周一至周五 08:00-18:00 間(中午休息)至課外組器材室

CS104，押證件辦理借用，器材需一次領取完畢，活動前一工作日或活動當天才能領

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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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違規：若因人為因素致使損壞或遺失，需於一個月內賠償實物，若未於期限內賠

償實物且未有正當原因，則依社團違規記點表予以記點。 

八、 {學生社團宣傳品張貼注意事項}： 

1.若需於濟世大樓 1 樓品德走廊、學務處前與地下 1 樓 CSB101 教室外公布欄張貼

宣傳品，請於活動申請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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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送至器材室(CS104)申請張貼，領取宣傳品審核期限單附於宣傳品

右下角後，自行張貼。 

2.到期日隔一工作日中午 12時前自行清除，否則將拆除並予以違規記點 1點。 

3.登記表與違規紀錄：https://reurl.cc/W4d2nL。 

4.詳細規定公布於學務處課外組網頁(管理規範)。 

九、 {遊覽車租賃注意事項}： 

各社團如須租用遊覽車請注意車齡需在 5 年內，且完成車輛檢核表後送交課外組審

核，審核完成後自行領回保管，此項目列入年度社團評鑑項目。 

十、 {一般活動申請書歸回社團自行存檔}： 

一般活動申請書送審完成後，存放在課外活動組器材室(CS104)，各社團請找時間自

行領回。 

https://reurl.cc/W4d2nL


 

 

十一、 {110-1所有活動經費申請及核銷注意事項}： 

本學期所有活動經費請於活動結束後 14天內核銷及繳交活動成果報告書，如未按時

核銷則扣評鑑平時成績；至遲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二)前核銷完畢，逾時不候，未

準時核銷者下學期將不補助；如活動必須在 12月份辦理，請務必於 11月 30日前繳

交活動申請書，並於活動日辦理完成的隔天立即提出核銷。 

十二、 {110-1社團知能研習會活動預告}： 

本學期社團幹訓課程採取選修制度，共計 6 場研習課程，各社團自行選擇至少 3 場

參加，出席率低於 3 場者將影響 110 學年度社團評鑑平時成績，特別注意，110 年

10 月 18 日(一)於 IR201 舉行之財務研習及 110 年 10 月 20 日(三)於康樂室舉行之

器材借用暨康樂室研習至少須參加 1場，其餘場次另行公告。 

十三、 社團辦公室外公用空間(走廊)禁止堆放雜物，請各位社長督導社員保持社團辦公

室環境整潔，課外活動組將於 110 年 11 月 22 日當周辦理社團辦公室整潔競賽，競

賽成績將納入年度社團平時評鑑成績。 

十四、 各社團辦理活動必須填寫活動申請表及企畫書向課外組申請，方可借用校內場地

器材，如需使用特殊場地請及早完成申請。為維護學生健康及人身安全，辦理活

動須於晚上 10 點前結束。若於活動期間受傷且未向課外組完成活動申請手續，

將影響學生保險理賠問題。 

十五、 再次提醒社團辦理活動時要遵守智財權相關法規，例如音樂播放、宣傳品印刷

等。 

十六、 於山區或土石流警戒區進行戶外活動之社團加強注意活動人員之人身安全，並且

於活動前提出活動申請報備，若於活動期間遇到颱風等天然災害時，必須依照學

校校安中心的指示，延後或結束活動。 

十七、 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核備，並請輔導老師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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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及班級活動者（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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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請各社團贈送及販賣食品之活動，必須符合社團宗旨，且須事先擬定衛生安全計

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方准予活動。此外，不得於教室、社團辦公室等場地煮

食。 

十九、 近年來詐騙事件層出不窮，如有接獲來路不明之電話，或有發現相關可疑之詐騙

事件，請不要輕易上當受騙，應立即向校安中心(電話:07-3220809)反應，或報

警處理。 

二十、 請各社團注意停社之規定，並辦理相關後續事宜：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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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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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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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召開社員大應由

社團輔導老師簽准後，申請停社。 

（二） 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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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資料者，

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 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被處以停社處分者。 

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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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經召開本委員會決議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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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條 停社社團之財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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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交本委員會討論建議懲處。 

＊備註：連續兩年未參加社團評鑑，以停社懲處。 
 



110-1期初社長大會
時間 說明

17:30-18:00 17:30會議室開放

18:00-18:10 麥克風與畫面測試

18:10-18:15 會議開始，師長致詞

18:15-18:20 主席致詞

18:20-18:30 性別平等宣導

18:30-18:40 書院軟實力

18:40-18:50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8:50-19:05 課外組報告

19:05-19:20 學生會報告

19:20-20:00 Q&A

※預計發言者，請記得測試麥克風與畫面
※會議開始將把全體設為靜音，待Q&A環節再開放發言
※若需提問請先留言XX社需提問
※無麥克風者請留言時一併將問題打成文字
※提問點名順序：A會議室留言順序→B會議室留言順序
※請提問者被課外組點到時再開麥克風



110-1期初社長大會
－Ａ會議室－

參加對象：自治、服務、聯誼性社團
https://meet.google.com/tti-ivxo-mhe

https://meet.google.com/ugj-usjn-ouvhttps:/meet.google.com/tti-ivxo-mhe


110-1期初社長大會
－B會議室－

參加對象：音樂、體能、學藝、康樂性社團
https://meet.google.com/dxb-mkbd-afp

https://meet.google.com/dxb-mkbd-afp


110-1期初社長大會
－簽到－

開放時間18:05至會議結束
https://forms.gle/tTvTtLLbMgf5f14t7

https://forms.gle/tTvTtLLbMgf5f14t7


類別 場次 時間 地點

A

財務知能研習 110年10月18日(一)18點 IR201

器材暨康樂室知能研習 110年10月20日(三)18點 康樂室

B 研習三-六 學生會另行公告

※本學期採取選修制度，6場至少選擇3場參加，
A類至少選擇1場，B類至少選擇1場

※社團出席率未達3場者，將影響110學年度社團
評鑑平時成績

※各場次將依主題及場地限制，開放不同名額，
請留意社團資訊平台

※若為實體課程將提供便當，若需於現場用餐，
請自備隔板

110-1期初社長大會
－社團知能研習－



※若110年10月12日起，學校恢復實體課程，社課

得實體進行

※各社團進行實體社課前，需填寫外聘指導老師

疫苗接種情形調查

※外聘指導老師於首次入校授課前，需接種疫苗

滿14天、提供3日內快篩或PCR檢驗陰性證明，

出示陰性證明者，授課期間需每7日定期快篩

※實體社課需符合相關防疫規定，課外組將定期

派員檢核

110-1期初社長大會
－社課－



※若110年10月12日起，實體活動恢復辦理原則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疫情警戒標準為二
級或二級以下、學校恢復實體課程，且同時符
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高雄市政府及活動
地縣市政府三者規範

※活動申請時，需至WAC填寫活動申請表，並繳交
企畫書、防疫應變計畫及防疫整備檢核表

※需調查全體參加人員TOCC，活動前一個月內不
得為確診者、隔離者及自主健康管理者

※建議不開放住宿，若有住宿需求，每間人數需
減半

110-1期初社長大會
－活動申請－



110-1期初社長大會
－通案性原則－

所有學生社團實體集會皆須符合

項目 規定

人數上限
室內80人，室外300人，並進行人流總量控管，室內空間每人至

少2.25平方公尺，室外空間至少每人1平方公尺

人員管理 實聯制及體溫量測

位置及距離
採取固定座位且為梅花座，保持社交距離，室內空間每人至少

1.5公尺，室外空間至少每人1公尺

配戴口罩 除用餐外全程配戴口罩

用餐
以個人套餐、盒餐方式及不共食為原則，同桌須使用隔板，不同

桌須保持1.5公尺



110-1期初社長大會
－體育類－

體育類集會除通案性原則外，尚須符合下列規範

項目 規定

人員管理 固定人員，禁止跨校訓練

住宿限制 不開放住宿

工作人員健

康監測

工作人員(如教練、防護員)未施打疫苗或接種未滿14天者，首次

訓練前，應提供3日內快篩或PCR檢驗陰性證明，且每3-7天需

再定期快篩(原則每7天篩檢，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3天篩檢)



110-1期初社長大會
－吹奏類－

※演奏或授課示範需要，得於演奏時暫時脫下口
罩，但不需演奏時須立即戴上口罩

※室外演奏以正式演出為限

※務必留意場地通風及清潔

室內場地 室外場地

正式演出 必要時得脫口罩吹奏 必要時得脫口罩吹奏

社課、團練等練習 必要時得脫口罩吹奏 口罩一律戴好

吹奏類集會除通案性原則外，尚須符合下列規範



110-1期初社長大會
－防疫整備檢核表－



學生會 會務報告

第十八屆學生會會長 孫紫茵

110/09/23 期初社長大會



01.
學生會近期活動



新血招募
日期：10/1(五)

時間：18 : 30～20：00

地點：線上 報名表單



社團嘉年華

抽籤序號31～60

活動地點：國研廣場

活動時間：10:00～17:00

動態表演時間：18:30～21:00

詳情請持續關注110社團資訊平台

10/14(四)

10/15(五)

抽籤序號1～30



校慶園遊會

日期：10/16(六)

時間：8:30～18:30

明日重大慶典會議將會決議是否取消



校慶演唱會

「醫柒演唱趴」

日期：10/16(六)

時間：19:00～21:00

明日重大慶典會議將會決議活動辦理方式



社團星光大道

活動日期：110年10月19日(二) 18:00-21:00

詳請請關注110社團資訊平台



青年領袖與校長座談會
活動日期：110年10月26日(二) 12:00-13:00

活動地點：國研大樓九樓會議室

參加對象：社團審議委員會委員、系學會長、僑聯會、畢聯會、代聯會、宿自會

出席表單



02.
社團活動彙整表單



✓ 前一月15日釋出

✓ 前一月倒數3天關閉表單

✓ 倒數2天貼出試算表讓大家查看

✓ 倒數1天公布在學生會粉絲專頁

✓ 活動還沒確定？

→活動名稱(預計)，時間可先不填！

該月第一個禮拜內必須告知確切時間！

社
團
活
動
彙
整
表
單



十月社團活動彙整表單

★填寫期限：至9/27（二）23:59



03.
其他資訊



四合一選舉-選舉委員會

參加四合一選舉說明會

協辦四合一選舉活動

徵選條件：

無意願參選下學年度系學正副會長、學生議員、學生會正副會長、校務會議代表者
徵選表單

(填寫視同參加)



那瑪夏服務隊
預計辦理時間：寒假期間

若有意願與學生會合作辦理

請連絡學生會幹部



高醫特約優惠卡

「杏仁卡」



110社團資訊平台 Facebook Instagram



感謝聆聽！



認真聽啦~owo

社團部報告時間~



社團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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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間:   開幕式: 10/14 10:00
展覽時間:10/14 (第一梯次:序號1~30號)

10/15 (第二梯次:序號31~60號) 10:00~17:00   一攤一位!!

場佈時間:第一梯次:10/13 14:00~17:00(搬長桌、椅子)
第二梯次:10/15 9:00~10:00 (布置展覽區)

場復時間:第一梯次:10/14 17:00(撤海報等)
第二梯次:10/15 17:00(搬長桌、椅子)

彩排時間: 10/13 17:30開始
表演時間: 10/14 17:30開始

2. 地點:國研廣場

社團嘉年華



3. 防疫規範

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現行（9/7-9/20）之二級防疫警戒為主，集會人員上限自室
內50人、室外100人調整為室內80人、室外300人，做以下滾動式修正：
A.  現場人流控管

a. 工作人員與社團代表須掛戴名牌、新生須持號碼牌方可入場。
b. 現場每日開放30位社團代表留守攤位，一攤一位。

B.  維持社交距離
a. 工作人員與社團代表需多協助宣導。
b. 每個攤位建議容納三至四位新生。
c. 不限制新生停留攤位時間，但請社團代表多加留意互動時間。

社團嘉年華



4. 每個攤位標配:一個長桌一個海報版一張椅子

社團嘉年華



社團星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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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11019(二) 預計晚上6點開始
地點：國研地下二樓A廳
右邊是報名表單，請大家幫忙填寫，
謝謝~~

社團星光大道—想接你想接你想接你



社團研習講座

03



6選3制度!!

必選!!(2選1 /2選2)

選修!!(4選2 /4選1)
具體課程及內容將公布

在資訊平台



11/22當周舉行
具體時間會公布在資訊

平台

整潔比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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