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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全校學生社團社長座談會流程表 

日期：110年 12月 22日(星期三) 12時至 13時     地點：IR301教室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12:00-12:10 報到 與會人員簽到及領取資料 

12:10-12:15 主席致詞 
課外組 

陳昭彥組長致詞 

12:15-12:20 史懷哲大道防護網架設說明 
總務處事務組 

林翀組長 

12:20-12:25 圖資處社團配合活動說明 
圖資處讀者服務組 

徐淑倩組長 

12:25-12:35 課外活動組報告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 

12:35-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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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12:55 提案討論 111年社團評鑑日期討論 

12:55-13:00 臨時動議  

13: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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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全校社團社長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12月 22日(星期三)中午 12時-13時 

開會地點：IR30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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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組陳昭彥組長、總務處事務組林翀組長、圖資處讀者服

務組徐淑倩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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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致詞： 

陳昭彥組長：1、感謝各位社長這學期的努力與合作，未來希望社

團辦理活動能朝整合性跨社團的合作方向努力。 

            2、史懷哲大道打球時間為 1830-2200，請社團配

合，不要在沒有開放時間去打球，如果有碰觸到

人記得要有禮貌向對方道歉。 

貳. 行政單位報告： 

   總務處事務組林翀組長：如附件 1。 

   圖資處讀者服務組徐淑倩組長：社團辦理活動圖書館場地借用及 

                               相關和補助事宜宣導。 

參. 業務報告：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課外活動組業務報告 (如附件 2)。 

肆. 學生會會務報告-報告人： 

    第十八屆學生會會長孫紫茵(詳如附件 3)。 

伍. 提案討論： 

    案由： 111年社團評鑑日期討論。 

    說明：1.期末考前，111年 6月 06日至 6月 10日，選 1天晚上。 

          2.期末考後，111年 6月 27日至 6月 30日，選 1天白天  

             (半天)。 

          3、投票結果: 1案 23票，2案 56票。 

    決議： 111年社團評鑑日期為 111年 6月 27日至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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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1天白天(半天)。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10年 12月 22日 13時                                                       



人行道網狀圍籬設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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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網狀圍籬展開示意圖



人行道網狀圍籬收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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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全校社長大會課外活動組報告資料 

110.12.22 

（一） 社團評鑑方式經 109年 9月 10日第 1次社長大會決議為「學年度制且評鑑時間

為每年 5-6月」，本次會議需由大家投票決定 110學年社團評鑑的辦理日期，有

以下選擇： 

1. 期末考前，111 年 6月 06日至 6月 10日，選 1天晚上 

2. 期末考後，111 年 6月 27日至 6月 30日，選 1天白天 

（二） 經費申請 

1. 111 年度各社團學輔經費補助金額預計於 111 年 1 月 7 日(一)公告至社團網

站，請各社團負責人詳加確認，並依照核定後金額辦理相關活動申請及核銷，

請洽各屬性社團承辦人員(因金額為暫定，故課外組保留更動權)。 

2. 110年度經費活動申請注意事項：12月份辦理之活動，請務必於活動辦理完

成之隔日完成核銷，並於 3天內繳交成果報告，以利元月初上傳教育部結案。 

3. 各項經費補助之活動成果報告書請於 12月 30日(四)前繳交，缺交者將列為

平時評鑑成績評比依據。 

（三） 社團審議委員會將於 110 年 12月 23日(四)中午 12時 10分假濟世大樓 B2康樂 

   室召開，請各社團屬性代表準時參加；會議內容：(1)111年度學輔經費分配複審 

   案 (2)109學年度社團績優幹部獎學金(3) 110學年度新社團成立 

（四） {招募 111年度薪傳營夥伴}111 年度新任社團負責人薪傳營活動預定於 8月

28-31日辦理，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有興趣擔任幹部同學，可向課外組報名。 

（五） 110-2社課時間及地點確認： 

請 110-2有社課場地需求之社團於 111年 1月 24日(一)17時前填寫表單進行登

記，預計於 111 年 1月 26日(三)公布統整結果，請各位於 111年寒假期間留意

相關訊息。(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FbSrT3SUVpuQgxbT6) 

（六） 宣傳品張貼注意事項： 

各社團若需於學校張貼宣傳品，需向管理單位申請並符合相關規定。 

課外組管理區域：濟世大樓品德走廊(A區)、學務處前(B區)及 CSB101 外(C區)，

詳細規定請參考學務處課外組網頁。 

生輔組(宿舍承辦人)管理區域：宿舍新館 1樓。 

總務處管理區域：電梯、停車場、國研大樓樓梯間等。 

（七） 器材借用歸還注意事項： 

因應寒假營隊及活動需求，寒假期間欲借用器材需提早至課外組進行登記，111

年寒假需求調查已於 110年 12月 20日(一)17時截止收件，分配結果協調中，

若尚有未繳交需求至課外組之社團，請派員至課外組洽詢承辦人。 

https://forms.gle/FbSrT3SUVpuQgxb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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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課外組管理之各項業務違規紀錄： 

器材歸還逾期停權紀錄：https://reurl.cc/A1jarj 

場地使用違規紀錄：https://reurl.cc/e5zga7 

宣傳品張貼違規紀錄：https://reurl.cc/W4d2nL 

社團違規記點紀錄：https://reurl.cc/YlQRYo 

（九） {附院辦理服務學習注意事項}社團至附院進行服務學習活動時，要遵照規定及流

程進行申請程序，以免造成附院困擾；敬請學生社團注意若需至附院或其他校外

單位進行服務學習活動時，需先提具活動企劃書申請，並詢問是否可行，以及需

要注意的地方，逕行辦理活動。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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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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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軍訓室的指示，延後或結束活動。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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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請各社團辦理活動時(如迎新宿營、營隊等)，應遵守性別平等及智財權等法規

規範，確勿一時疏忽造成損害校譽之事件發生。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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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向校安中心反應，或報警處理。 

（十五） 社團在校園內辦理活動，請遵守本校場地用電及明火管制規定，另國研大樓川

堂禁止使用明火及其他餐飲設施之規定。 

（十六） 社團辦公室整潔競賽已辦理完成，為保持社團辦公室舒適環境，請大家持續保

持環境整潔，課外組將不定期至各社辦抽查，檢查優劣將做為社團評鑑平時成績

的參考依據。 

（十七） 近日有社團舉報，社辦這學期有身分不明非社員同學經常進出，造成社團困擾。

希望轉知大家提高警覺，若有發現請他立即離開，或至學務處請教官協助處理。

另外請各社團應妥善管理社辦鑰匙，不要亂發放，避免遭竊。 

（十八） 社團辦理校外活動租用車輛，應遵守教育部函文規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

租用車輛應注意事項之規範」-車齡為 5年內車輛，駕駛人於車場出車前應依契

https://reurl.cc/A1jarj
https://reurl.cc/e5zga7
https://reurl.cc/W4d2nL
https://reurl.cc/YlQR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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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檢查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及安全設備等，檢查合格後，應於車輛安全檢查表簽

章；社團應將檢查表跟活動成果報告書送課外活動組存查。 

（十九） COVID-19疫情依然嚴峻，請各社團辦理活動要遵守學校的防疫規定，以確保活

動順利及安全。 

（二十） 請各團注意停社之規定，並辦理相關後續事宜： 

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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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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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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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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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行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分外，

學務處經召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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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評鑑總分或記功嘉獎降級等)。 

三、 停社處分。 

第三十一條 學生社團停社或解散之財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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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連續兩年未參加社團評鑑，以停社懲處。 

（二十一） 重大事件公告:請各系學會及社團協助宣導並轉知各班級知道，史懷哲大

道打球時間為每日下午 1830-2200，其餘時間請尊重別人，不准打球，確保人車

安全，如在規範時間內打球，不小心碰觸到行人或車輛，請當有品高醫人，要記

得說 sorry。 



學生會會務報告

第十八屆學生會會長孫紫茵

110/12/22



活動部-聖誕節
日期：12/24(五)

12:00-13:30

國研廣場 200份杯墊

只要在FB IG 打卡

並#高醫聖誕節

就可以獲得聖誕杯墊

共兩款設計

繳交學生會費者可從兩者
中挑一個喜歡的



KMU-T

擺攤時間：

12/28（二）

12/30（四）

12/31（五）

1/4（一）

1/6（二）

1/7（五）

1/11（二）

1/13（四）

1/14（五）

11:00～15:00



學生會-二次招募

對學生會有興趣的同學

歡迎持續關注學生會粉絲專頁！



社團講座彙整表單



社團講座彙整表單



社團講座彙整表單



社團講座彙整表單



社團講座彙整表單



社團講座彙整表單



社團講座彙整表單





一月社團活動彙整表單

★填寫期限：至12/27（一）23:59



110社團資訊平台 Facebook Instagram



感謝這學期互相配合！

下學期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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