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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第四次全校社團負責人會議議題 

一、時間：107 年 6 月 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20 分 

二、地點：活動中心五樓廣場 

三、主席：學生會會長林品秀同學 

四、出席：全校各性質社團負責人 

五、列席：課外組黃郁蘭組長、陳家堂先生、林秀珠小姐、吳淑鈴小姐、劉逸安先生 

六、記錄：劉逸安先生 

七、主席致詞 

八、報告事項： 

（一）請參與會議之人員將會議資料及內容轉達至社團幹部周知。 

（二）108 級畢聯會招生說明。(附件一） 

（三）第八届海峡两岸高校文化與創意論談營銷大赛活動。(附件二） 

（四）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各社團負責人協助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隨意影印書籍、文章，

或下載影片、圖片或音樂使用，不得侵害他人的智慧財產，以免觸法。 

（五）社團辦理活動時請尊重性別權益平等。 

（六）107 學年新生英語營於 107/9/4(二)規劃時段讓社團到班宣傳或是招生活動，這是社團曝光

的好機會，請有興趣的社團盡速報名，相關訊息已寄至社團負責人學校信箱，報名截止延

長至 6/15(五)截止。 

（七）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各項社團活動經費申請說明： 

※申請日期：107 年 7 月 1 日至 107 年 7 月 31 日。 

1. 107 學年度社團設備採購申請，申請方式：請至課外活動網頁表單下載下載「社團設

備採購申請」，請詳加說明所需設備規格、型號，電腦繕打後繳交至課外組陳大哥。 

2. 1071 社團學期活動計畫暨預算，申請方式：請利用個人 portal 社團活動系統提出申請，並

經社團負責人社團指導老師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簽核完成。 

3. 107 學年度社團指導老師聘書申請，申請方式：請至課外活動網頁表單下載區下載「社團

指導老師資料表」，填寫完成後請老師簽名，繳交紙本至課外組淑鈴姐。 

4. 1071 社團專業技能指導老師費用申請，申請方式：請至課外活動網頁表單下載區下載「社

團授課指導老師費申請表」，電腦繕打後（電子檔 email）繳交課外組淑鈴姐。【開學一週

內（9/14 前）需繳齊「社團指導老師資料表」並貼上身份證影本＋老師簽名，未完成之社

團，不受理該費用申請】 

（八）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霸王卡申請登記： 

1. 107 年 6 月 7 日（四）起至 6 月 29 日（五）止，於下午 4：00 前將申請表紙本執送課外活

動組並 e-mail 給陳大哥(gajtchen@saturn.yzu.edu.tw)。（霸王卡申請表請參閱附件三） 

2. 霸王卡(社課)場地借用： 

(1) 霸王卡或活動場地申請借用時間區分為二段時間： 

(2) 17：00 至 20：00 

(3) 20：00 至 23：00 

(4) 霸王卡社課場地使用申請，每週以 2 個時段為限，當天若無其他社團借用則可申請活

動後借用，且同時段有不同社團登記借用，由課外組自行調整當天時段分配。 

(5) 霸王卡場地借用由課外組統一於系統登記借用。 

(6) 核准固定使用教室霸王卡之社團，若其他社團有重要活動得另協調借用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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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中考 107/10/29~11/10 及期末考 107/12/31~108/1/12，停止辦理活動與場地及器材借用。 

4. 為了場地有效使用，樂學基地表演廳及活五室內廣場，限開放活動表演申請借用，不作為

單獨社團練習或社課借用。(樂學基地表演廳及活五室內廣場 50 人次以上除外) 

5. 場地或器材之借用，請於活動結束後第二天中午 13：00 前歸還（例假日除外），以利其

他社團活動器材之借用，未依規定時間內送還者，將依場地借用辦法規定懲處之。 

6. 已完成登記借用之場地，若社團活動暫停或停課、亦請通知課外組或自行取消場地借用，

以達「地盡其利、物盡其用」之原則。 

（九）暑假場地借用申請： 

1. 活動中心社團活動空間暑假開放時間：107 年 7 月 2 日(一)至 7 月 5 日（四）及 107 年 7

月 16 日（日）至 9 月 7 日(五)止，活動中心 4F、5F、6F 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四 09:00-16:30，

週五、六、日不開放。 

2. 107 年 9 月 10 日起恢復正常開放使用。 

3. 社團因辦理營隊或暑假集訓，需借用場地或器材，請依規定至「個人 Portal 活動系統」申

請活動審核通過後始可借用，另假日不開放借用。 

（十）107 學年度組織領導力之培訓報名公告： 

1. 活動日期：107 年 6 月 30 日（六）地點：活動中心五樓，7 月 1、2 日（日、一）地點：

苗栗竹南崎頂新樂園，合計三天。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年 6 月 22 日（五）17：00 截止 

3. 報名對象：自治性、學術文藝性、服務性、音樂性、康樂性、體育性、聯誼性及義工團體，

各社團派 2 名，會長或社長需 3 天活動全程參加，另 1 名行政幹部人員參加第 1 天活動即

可。(報名表如附件四) 

（十一）社團財產盤點： 

社團財產盤點未接受盤點社團，請於 6/13(三)中午至課外活動組找陳大哥補行盤點作業。 

（十二）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各項社團活動經費核銷暨結案說明： 

1. 活動經費： 

(1)本學期各社團活動經費分配業經本學年度第二次學生活動委員會審核通過，請參閱附件

五。 

(2)1062 學期活動核銷結止日為：107 年 6 月 15 日（五）。請各社團依據上述經核准補助之

活動，於截止日前完成經費核銷及活動結案，逾期核銷與結案之活動將不予以補助並視

經費執行成效調整下學期補助金額。 

(3)申請候補之活動亦須完成經費核銷，額度視核銷完成後剩餘經費予以補助。 

2. 社團指導老師授課費用： 

1062 核准申請指導老師費用的社團，請於 107 年 6 月 10 日（日）前繳回指導老師親自簽

名的「指導老師授課費用收據」及「1062 學期指導老師授課紀錄表」至課外組。尚未前來

領取空收據的社團有：熱舞社、烏克麗麗、吉他、劍道、攝影、錄音、證研、網球、長拳、

空手道。 

3. 1062 學期社團活動結案申請： 

(1)所有活動辦理後 10 天內請至「社團活動系統」進行「活動結案」申請，並經社團負責

人社團指導老師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簽核完成。 

(2)結案申請作業截止日期：107 年 7 月 31 日，未完成上述程序者，將進行系統停權作業。 

（十三）社團幹部可至 portal 系統登錄五育活動相關紀錄。 

（十四）107 學年度社團嘉年華會活動報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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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日期：107 年 9 月 10 日（星期一）17:00 至 20:00。 

2. 申請日期：107 年 8 月 1 日至 107 年 8 月 31 日，活動實施要點及報名表請參閱附件六。 

3. 申請活動之社團請自行籌措活動經費，課外組不予補助。  

（十五）社團服務學習配合事項 

1. 106 學年度起服務學習與報名系統結合，須完成報名才有選課紀錄，請至少於活動開始日

前 2 週提出，以免影響參加活動同學之預選權利。 

2. 請活動負責人列印「服務學習課程/活動學員簽到表」由實際參與人員簽名，請於活動結

束 1 週內送到課外組。 

3. 修課學生須於課程/活動結束後 1 週內填寫線上服務日誌，以利成績輸入(逾時不候)。 

4. 請確認欲申請之服務學習課程/活動內容後再給我，並務必註明申請課程或活動，不接受

一再更改活動時間與地點。 

5. 服務學習課程/活動簽到單，請製表並書寫與申請之課程或活動名稱一致之表頭及日期，

並請學員以正楷簽名，若無法識別一律退件處理。 

6. 服務學習課程/活動簽到單請繳交正本，並自行影印留存以備社評之用。 

（十六）元智大學課外活動組 FB 粉絲頁及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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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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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八届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之 

营销大赛活动通知（讨论稿） 

为促进两岸大学生知识学习与情感交流，深入往来与互动成长，透过探索中国农村传统产业

的文化价值，思考如何以新观念、新方法、新模式，为传统民间工艺再造新契机，透过深入驻点

观察，体验感受的过程，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标，为地方传统产业复苏以创新营销做

出贡献，拟举办“第八届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之营销大赛＂。具体方案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一）主办方 

福建省青年联合会、泉州市留学人员联谊会、华侨大学、台湾中原大学 

（二）承办方 

华侨大学青年联合会、台湾中原大学艺术中心、华侨大学美术学院 

（三）协办方 

台湾文创推广协会、台湾中华青年创新网络协会、台湾中原大学文化创意设计硕士学程 

二、时间 

2018 年 7 月 25 日-31 日。 

三、地点 

中国福建省华侨大学泉州校区、泉州市永春县 

四、主题 

老文化新创意——当永春遇上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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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容 

日期 时间 流  程 活动内容 

第一天 

上午 

报到 

来自两岸学员前往指定地点向

主办单位报到，并领取营队手

册及物资。 
下午 

晚上 相见欢暨大赛培训会 与领袖营团队一起 

第二天 

上午 开幕式暨专题报告 
特邀嘉宾开幕致词、专题演

讲(创意创新) 

下午 海丝泉州实地考察调研 实地参访调研体验 

晚上 专题演讲(在地文化) 了解永春在地特色 

第三天 

上午 
永春县实地考察调研 实地参访调研体验 

下午 

晚上 创意设计工作坊 小组讨论时间 

第四天 

上午 各小组按主题分组调研 
分小组不同地点进行调研和实

际动手体验 

下午 各小组自由安排 可走访调研或各自讨论交流 

晚上 创意设计工作坊 小组讨论时间 

第五天 

上午 

创意设计工作坊 小组讨论时间 下午 

晚上 

第六天 

上午 创意设计营销大赛预演 活动场地布置及彩排 

下午 创意设计营销大赛评审 评委评审创作成果 

晚上 闭幕式暨大赛表彰大会
总结活动经验，为获奖团队颁

奖 

第七天 上午 返程  

六、参加对象 

两岸高校在校大学生、两岸从事文化研究、创意创业教育的专家学者、知名文创产业高级主

管、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及新闻媒体等。 

七、费用问题 

所有入围活动的大学生，活动期间实行落地接待，不需缴纳任何费用。往返交通费用、组委

会活动以外私人费用自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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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八届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之营销大赛方案 

（一）大赛主题 

老文化新创意——当永春遇上文青 

（二）参赛对象及要求 

具完全独立民事行为能力两岸在校大学生。 

懂得分享与合作，实践动手能力优秀。 

专业及名额：具有独立或主创设计能力学生 30 名（设计类专业优先）；具有较强商业策划与

营销能力学生 30 名（营销管理类专业优先）；具有较强文案写作能力学生 10 名（广告传媒专业

优先）。共 70 名（其中台湾 30 名，大陆 40 名）。 

（三）大赛方式 

1.设计目标 

传统产业(永春漆篮、陶瓷灯饰、永春老醋、佛手茶、纸织画、香文化、永春白鹤拳等)创新

营销企划 

2.大赛方式 

以提出永春的传统产业创新推广为大赛内容。参赛学生以个人报名，审核选拔后依据专业、

生源地在官方微信群中随机分小组，分配指导教师进行团队分组竞赛。参赛者应以挖掘永春文化

与旅游资源，利用创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合，提升永春地方传统文化产业在互联网时代的

吸引力，并藉由创意论坛推动两岸新青年在未来有更多创新创业交流与合作。 

3.大赛方案 

①选定主题 

②形成企划宣传营销方案 

③提具企划书面纸本 

④制作宣传推广影片(上传指定平台) 

⑤推广影片、宣传大赛活动，增加浏览人气(人气奖) 

（四）赛事流程 

1．网络报名 

4 月 15 日起至 6月 2日，根据通知提交个人参赛申请表。 

报名表要尽可能表现个人的兴趣、专业方向、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及获奖等情况。另需结合个

人拟在本次活动中担任之角色愿望，对赛事内容某一方面的创意创新创业提出初步设计思考。以

上信息便于组委会综合辨别个人特长及团队组建。 

2．选拔参赛队员 

6 月 3 日至 6月 10 日，组委会组织专家组对各申请人员进行选拔，确定入选人员，并发放参

赛邀请函。 

3．微信组队及信息推送 

（1）入选人员须在 6月 15 日前加入官方微信群，赛事组委会将主要通过该群推送赛事各类

信息，协调沟通。 

（2）所有报名学员，由组委会根据专长特色与各校交流原则，6月 20 日微信群内组建 10

个创意团队后公告成员编组，各团队推选队长。 

（3）6月 30 日，微信群内将组织各队长抽选设计区域。各创意小组内部针对设计对象酝酿

设计方案、准备素材。如需现场数据可在群内联系主办方予以提供。主办方给予配备指导教师。 

4.方案拟定 

各小组在 7月 20 日之前，完成小组营销方案策划初稿。开幕式后各小组在实地调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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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方案进行讨论、交流、修改、完善、评审汇报。大赛期间还将与领袖营学员一起，参加此次

创意论坛新闻发布会，交流思想。 

（五）参赛者数据处理与作品版权事项 

1.组委会拥有分配团队组成成员筛选的绝对权力,可根据个人意愿和团队需求进行成员选

拔。 

2.评审委员拥有作品评选的绝对权利，组委会有权中止对各国各地文化、民族尊严或道德有

侵犯以及不符合参赛要求的设计。 

3.组委会拥有将参赛作品之版面使用于展览、平面出版物、新闻宣传的权利。 

（六）奖项及奖励 

金  奖：1名（10000 元奖金及奖状，团队成员授予“永春荣誉居民＂称号） 

银 奖：2名（5000 元奖金及奖状） 

铜 奖：2名（3000 元奖金及奖状） 

优秀奖：5名（1000 元奖金及奖状） 

优秀指导教师奖：若干，颁发奖状 

（七）参赛作品知识产权条例 

1.参赛者在设计和参赛过程中如发生侵权行为，均应由参赛者自行承但，与大赛主办单位无

关；入围及获奖作品一经发现存在抄袭或其他侵权行为，主办单位将取消其参赛、入围与获奖资

格，收回奖金、奖品。 

2.本次大赛主办单位对全部参赛作品有公开展示、印刷出版、推广宣传的权利，凡报名参赛

者须详读著作权授权书，同意后签署，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作者、知识产权拥有者、大赛主办单

位的同意，不得抄袭、公开展示、出版和宣传本次大赛作品。 

    （八）参赛说明 

1.主办单位保留接受或拒绝任何参赛申请的权利。如有需要，主办单位有权随时修改评审标

准。 

2.若对奖项结果有任何争议，均以最终评审结果为准。 

3.大赛组委会保留本办法最终解释权，与本次大赛有关的任何未尽事宜，均由大赛组委会进

一步制定规则并进行解释。 

 

第八届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之营销大赛组委会 

2018 年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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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霸王卡申請表 

 

社團名稱 
日期/時間 

(請詳細填寫所有時段) 
地點 用途/人數 

例： 

雄友會 

107/3/15 日 17：00~20：00 或

20：00~23：00 

創意教室二 社課/30 人 

    

    

    

    

    

    

    

    

    

    

    

    

    

    

    

    

    

聯絡人：                聯絡人電話：              

注意事項： 

一、 申請時間自 107 年 6 月 7 日（ 三）起至 6 月 29 日（五）止，於下午 4：00 前將申請表紙本

執送課外活動組並 e-mail 至課外活動組陳大哥信箱。(gajtchen@saturn.yzu.edu.tw) 

二、 每週申請以 2 個時段為限，申請借用時段須由 17：00~20：00 或 20：00~23：00。 

三、 為了場地有效使用，樂學基地表演廳及活五室內廣場，限開放活動表演申請借用，不作為單

獨社團練習或社課借用。統一由課外活動組上系統登記借用。(樂學基地表演廳 50 人次以上、

活五室內廣場 100 人次以上除外) 

四、 已完成登記借用之場地，若社團活動暫停或停課、亦請通知課外組取消場地借用，以達「地

盡其利、物盡其用」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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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7 年元智大學「元智學生組織領導力之培訓課程」 

一、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二、承辦單位：熱舞社 
三、活動日期：107 年 6 月 30 日(六)~ 7 月 2 日(一)8:00-20:00 合計三天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年 6 月 22 日（五）17：00 截止 
五、報名方式：繳交報名表與保證金 200 元至課外組 
六、活動地點：元智大學活動中心、苗栗竹南崎頂新樂園 
七、報名對象：學生會、自治性、學術文藝性、服務性、音樂性、康樂性、體育性、聯誼性及義

工性社團等，各派 2 名參加(社長或會長需 3 天全程參加，第 2 名行政幹部參加

第 1 天)。 
………………………………………………………………………………………… 

 

  107 年元智大學「元智學生組織領導力之培訓課程」  (學生收執聯) 

姓名  性別  參加天數 

系級  學號  
一天  三天 

連絡電話  社團  

e-mail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字號  繳費 保證金 200 元 

緊急聯絡人  飲食 葷    素 

緊急聯絡人電話  經手人  

備註 
基於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您提供之資料，只限於本次辦理活動所需，將不作
為其他任何用途。 

107 年元智大學「元智學生組織領導力之培訓課程」 (課外組存根聯) 

姓名  性別  參加天數 

系級  學號  
一天  三天 

連絡電話  社團  

e-mail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字號  繳費 保證金 200 元 

緊急聯絡人  飲食 葷    素 

緊急聯絡人電話  經手人  

備註 
基於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您提供之資料，只限於本次辦理活動所需，將不作
為其他任何用途。 



13 

【附件五】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社團活動經費一覽表 
主辦社團 活動名稱 決議金額

化材系學會 畢業茶會 4,000  
化材系學會 化材中語機械之夜 3,000  
化材系學會 化材週 2,000  
化材系學會 通化煮火鍋 1,000  
化材系學會 工程週 2,500  
社政系學會 畢業茶會 4,000  
社政系學會 小社盃 1,000  
財金學會 財金畢業茶會 4,000  
財金學會 財金之夜 3,000  
財金學會 財金好聲音 500  
財金學會 財金運動會 500  
財金學會 財金估價王 500  
國企學會 系烤 1,000  
國企學會 英國週系列活動 1,000  
國企學會 英國盃運動競賽 1,000  
國企學會 名人演講 1,600  
通訊系學會 通訊系畢業茶會 4,000  
通訊系學會 通訊化才系火鍋 1,000  
通訊系學會 小通盃 1,000  
會計學會 畢業茶會 4,000  
會計學會 會計之夜 3,000  
會計學會 小會盃 1,000  
會計學會 金頭腦 1,500  
資工系學會 2018 資遊之夜 3,000  
資傳系學會 資傳系畢業茶會 4,000  
資傳系學會 資傳系西瓜盃 1,000  
資傳系學會 系列講座(三) 1,600  
資傳系學會 資傳系資宅盃 2,000  
資傳系學會 資傳系系服日 500  
資傳系學會 系列講座(二) 1,600  
資傳系學會 資傳系系烤 1,000  
資傳系學會 資桌之夜 300  
資傳系學會 資訊週-閃耀之星 照耀未來 2,500  
電機系學會 系烤 1,0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畢業茶會 4,0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英專國企之夜 3,0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小英國盃 1,0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幹部訓練 1,0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英專系烤 1,0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英專國企名人演講 1,6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英專拼字王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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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社團 活動名稱 決議金額

機械系學會 三系之夜 3,000  
機械系學會 工程週 3,000  
應外系學會 應外 x 工管聯合之夜 2,500  

CPA Club 1062CPA CLUB 會計師事務所企業參訪 3,000  

CPA Club 1062CPA CLUB 職場心得分享 1,000  

CPA Club 1062CPA CLUB 研究所心得分享 1,000  

CPA Club 1062CPA CLUB 事務所工作經驗分享 1,000  

CPA Club 1062CPA CLUB 社區結盟 2,0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動身，走向未來的漫漫長路吧！ 5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柯基的微笑小香香 5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跟著繪師-貓羽摩卡動手 draw！ 1,6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桌上遊戲課程 1,0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cosplayer 銀丸六六-六六的 cos 教學小教室 1,0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巍仁老師精闢分析動畫作品-《聲之形》 65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封印解除↑我的動漫魂! 500  
美工社 1062 期末成果交流 1,000  
美工社 體驗社課 2,000  
美工社 1062 社區結盟 5,000  
美工社 例行社課(古盞燈) 1,500  
美工社 1062 期初社員大會 500  
桌上遊戲社 期末社大 400  
桌上遊戲社 桌遊比賽 500  
桌上遊戲社 資工資桌之夜 500  
桌上遊戲社 期初社大 400  
烘焙社 期末社大 500  
烘焙社 九焙愛 5,000  
烘焙社 烘焙社課 2,000  
烘焙社 期初社大 5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畢業分享活動 5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未來趨勢分析 1,2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社員大會-團長選舉 5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攝影技巧社課 5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口語表達社課 5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國際志工培訓－－志工意義與價值 5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演講技巧社課 5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國際志工週~義賣+短講分享會+攝影展 3,6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簡報技巧社課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11 行情判讀-當沖手法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10 主力手法大公開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9 心理面建構 500  
證券研習社 主題演講 3,2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8 融資融券大解密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7 籌碼面分析 500  
證券研習社 期中社員大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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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社團 活動名稱 決議金額

證券研習社 社課 6 股票基本面運用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3 期貨商品操作實務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4 外匯保證金解說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5 服務學習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2 選擇權策略運用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1 500  
攝影社 攝影社期末攝影展 4,000  
攝影社 夜間拍攝課程 500  
攝影社 期末外拍教學 2,000  
攝影社 棚拍教學 2,000  
攝影社 社區結盟 10,000 
攝影社 攝影社 1062 學期期初社大 500  
攝影社 攝影社社課 2,000  
台中校友會 端午節返鄉專車 3,000  
台中校友會 中友週 4,000  
台中校友會 兒童清明連假返鄉專車 2,500  
宜蘭校友會 食字路口 1,000  
宜蘭校友會 社烤 1,000  
宜蘭校友會 淨灘活動 600  
宜蘭校友會 清明返鄉專車 5,143  
宜蘭校友會 蘭友週 2,500  
宜蘭校友會 期初社大 1,500  
桃園校友會 桃友會送舊暨交接 1,500  
桃園校友會 桃友會幹部訓練 500  
桃園校友會 桃友期初社大(下) 500  
桃園校友會 桃友會社區結盟 5,200  
馬來西亞學生聯誼會 元馬會員大會 500  
馬來西亞學生聯誼會 馬來西亞文化週 4,000  
福音團契 青少年啟發課程 10 800  
福音團契 青少年啟發課程 8 800  
福音團契 青少年啟發課程 7 800  
福音團契 青少年啟發課程 5 800  
福音團契 青少年啟發課程 4 800  

流行音樂錄影帶舞蹈社 期末成發 1,000  

國際標準舞社 專業拉丁妝髮教學 2,500  

國際標準舞社 彩妝教學 2,500  

登山社 中嚮--武陵四秀 8,000  

登山社 期末社大 500  

登山社 期中溯溪-頭前溪 5,000  

登山社 金面山 2,000  

登山社 期初大山--志佳陽 5,000  

登山社 期初社大 500  

熱舞社 期末成果發表 9,000  

熱舞社 期初 party 3,000  



16 

主辦社團 活動名稱 決議金額

熱舞社 期初社員大會 500  

Disc Jockey 社 期末表演 500  

Disc Jockey 社 解放元智 1,000  
Disc Jockey 社 期初社團大會 500  
Disc Jockey 社 Disc Jockey 社課 900  
Jumping flea 烏克麗麗社 期末成果發表會 1,500  
Jumping flea 烏克麗麗社 期初迎新成果發表 500  
光鹽唱詩社 期末跨校成果發表 3,000  
光鹽唱詩社 常態性社團課 3,000  
光鹽唱詩社 生命教育成長課程 3,000  
光鹽唱詩社 生命教育成長園地 5,000  
光鹽唱詩社 期初社大 500  
吉他社 畢業音樂會 5,000  
吉他社 吉他社期中成發 500  
弦樂社 弦樂社-期末成發 6,000  
弦樂社 弦樂社-幹部訓練 500  
弦樂社 弦樂社-電影之夜 9,000  
弦樂社 弦樂社-社區結盟 10,000 
弦樂社 弦樂社-社課 1,000  
弦樂社 弦樂社-期初社大 500  
弦樂社 弦樂社-寒假集訓 1,000  
流行音樂錄音社 1062 期末成果發表會 5,000  
流行音樂錄音社 專業聲音講座 1,600  
流行音樂錄音社 1062 社區結盟 1,000  
流行音樂錄音社 1062 期初成果發表會 1,500  
管樂社 管樂社年度成果發表 3,000  
鋼琴社 鋼琴社期末成發 4,000  
鋼琴社 鋼琴社社區結盟 1,650  

九零社服工作隊  "九"決定是你了--"零"機應變與團隊合作 1,0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90 大家庭團圓 2,0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九零 9 是與你 0 距離 5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九焙愛 6,0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育幼院 - 翱「祥」天空的你們 –夢想起飛的時代 6,0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期初社大 500  
中智社 期末大會 隨喜談禪 500  
中智社 母親節感恩活動 5,000  
中智社 中智講堂(四) 3,200  
中智社 美食周-誰說銅板沒有美食 4,000  
中智社 服務學習 社區兒童照顧 5,000  
中智社 2018 禪風體驗營 3,000  
中智社 社課系列 2,000  

白浪島羅浮群 白浪島羅浮群送舊暨幹部交接儀式暨期末社大 500  

白浪島羅浮群 毛克利營 3,500  
向日葵兒服社 社慶 盛夏貳拾，開麥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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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社團 活動名稱 決議金額

向日葵兒服社 期末社大-愛麗絲的祕密花園 500  
向日葵兒服社 課輔-萬物始於手中 10,000 
向日葵兒服社 桃智-充滿歡樂的大秘寶 10,000 
動物關懷社 期末社大 500  
動物關懷社 愛摸頭寵物溝通演講 500  
動物關懷社 與犬有約 3,000  
動物關懷社 製作項圈及逗貓棒 1,000  
動物關懷社 新屋收容所+聯合淨灘 7,000  
崇德青年志工社 送舊晚會 500  
崇德青年志工社 手工藝 DIY 650  
崇德青年志工社 一日志工生命關懷之旅 1,000  
崇德青年志工社 淨化環境淨化心 1,000  
崇德青年志工社 期初社大 500  
愛鄰社 愛說孝-兒童教育 3,000  
愛鄰社 幸福 ABC-代間教育 3,000  
空手道社 2018 社團驗收成果發表會 2,000  
空手道社 2018 空手道大專杯 1,000  
國術社 以武會友 500  
國術社 期末成果發表 2,000  
國術社 期初社大 500  
棒球社 大專軟式棒球聯賽 3,000  
棒球社 大專盃全國賽複賽 3,000  
跆拳道社 107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5,000  
跆拳道社 弘光盃大專院校跆拳錦標賽 8,500  
跆拳道社 1062 寒訓 500  
網球社 40th 十三聯誼比賽 850  
網球社 十元盃 1,000  
網球社 海大友誼賽 1,050  
網球社 與中央中原友誼賽 2,000  
網球社 社課 2,000  
劍道社 1062 暑期集訓 500  
劍道社 1062 幹部訓練 150  
劍道社 1062 四校劍道友誼賽 1,200  
劍道社 1062 社區結盟 10,000 
劍道社 1062 禾雀盃 3,000  
劍道社 全國菁英盃 7,000  
劍道社 1062 學生盃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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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元智大學107學年度學生團隊特色文化博覽會及嘉年華活動實施要點 

一、 活動主旨：使新生對元智校內學生社團有初步的認識及接觸，以動靜態型式展現社團特色，

招募新生加入社團行列，促進學生與社團間相互交流。 

二、 活動時間：107 年 9 月 10 日 (星期一) 

(1) 社團萬國博覽會︰17:00-20:30（招生展示、遊戲餐飲攤位） 

(2) 社團嘉年華：17:30-20:30（社團動態表演） 

三、 活動地點：操場、司令台 

四、 申請資格：已登記核准之自治性社團（含系學會）、一般性社團與義工性社團 

五、 主辦單位：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六、 社團萬國博覽會設置原則： 

(1) 「招生展示」攤位︰報名社團應至少設置 1 個「招生展示」攤位，以推廣學校社團活動

為主，除招募新血外，更促使大一新生藉此機會認識社團與校園生活。 

(2) 「遊戲餐飲」攤位︰每一單位至多設置 1 攤，凡一般正當之吃喝玩樂與精品展示攤位皆

可，但不得涉及高危險性或與賭博、情色性質相關、飲酒、含酒精性飲料及吸煙之行為，

現場如經勸告仍不改善之社團，主辦單位有權要求社團立即停止活動並復原攤位場地之

權利並依校規予以懲處；準備之餐飲請重視食物的清潔衛生，以防食物中毒等之情事發

生。 

(3) 每一攤位帳棚提供一張折疊桌、兩張膠椅、照明設備、一般電源插座，其餘活動器材請

社團自理。請社團於活動期間注意各項用電安全並自行籌措活動所需經費。 

(4) 各攤位應於活動當日 16:30 前籌措工作準備完畢，17:00 準時開張大吉，20:00 始可開始

著手撤攤，並請於 21:00 前清理完畢，清理完成請通知服務台查核攤位。 

(5) 各攤位應自行維持該攤位之清潔及活動結束後場地恢復作業，社團如場地未恢復原狀者

或未經查核即離開，視違規情節輕重社團將予以停權一至三個月並取消次年申請攤位之

資格；此外，社團應愛惜各項公物，如有損壞應照價賠償。 

(6) 攤位配置︰由課外活動組統一分配之。攤位總數有限(90 個)，請儘早報名，如報名攤位

數超過總數量，將依 106 學年社評成績調整社團申請之攤位數。完成報名但未於活動當

日擺攤之社團將取消次年申請攤位之資格並停權一個月。 

(7) 社團攤位申請與調整說明 

1. 社評獲優等社團、合格、甲等與乙等社團至多申請 2 個攤位，其餘社團申請攤位數

一個為限。 

2. 如攤位數超過 90 個，優先調整乙等社團攤位申請數，如乙等社團攤位數調整後仍

超出攤位總數，調整甲等社團攤位申請數。 

3. 未參加 106 學年度社團評鑑之社團不提供攤位與嘉年華晚會表演申請。 

七、 社團嘉年華：社團動態表演內容，以最能發揮社團活力、特色及內涵之節目為主，每一社

團表演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包含表演前後之器材設定及撤場)，表演社團之出場順序，由主

辦單位視情況安排。 

【因社團嘉年華晚會時間有限，僅限 16 個社團報名，將依 e-mail 報名順序進行安排，請儘

早報名，額滿為止！】 

八、 報名方式：以社團為單位，填妥報名表後，於 107 年 8 月 1 日至 107 年 8 月 31 日將電子檔

寄至逸安哥信箱：ian@saturn.yzu.edu.tw。 

九、 上述事項如有變更以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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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年度學生團隊特色文化博覽會與嘉年華晚會報名表 

社團名稱  社長姓名  

行動電話  學號  

◎萬國博覽會攤位報名 

攤位類別 數量 攤位內容描述 備註 

招生展示攤位   
社團至少應申請 1 個招生展示

攤位。自治性社團可視情況設

置，但至多 1 個攤位。 

遊戲餐飲攤位  
 
 
 

每一社團至多申請 1 個遊戲餐

飲攤位。 

◎社團嘉年華動態表演節目報名(表演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含表演前後之器材設定及撤場) 

表演節目名稱 表演時間 表演內容描述 活動器材特殊需求 
 
 
 

   

【備註】 
為使表演流程順利，社團如超過表演時間經提醒仍未立即結束或是嚴重超時佔用後續社團演

出時間，主辦單位有權停止音響設備運作或中止社團演出，並由工作人員協助撤離舞台(場撤

過程中社團器材設備因此造成損壞，主辦單位不負擔)。如有上述情況發生，取消社團次年社

團嘉年華表演申請權利。 

＊首先，恭禧你完成社團萬國博覽會報名手續！因為有您的加入，讓博覽會更熱鬧圓滿！ 
以下事項敬請配合： 
 
1. 已完成報名之社團表示同意實施要點之規定，請確實並詳讀社團萬國博覽會及嘉年華活

動實施要點內容規定。 
2. 基於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您提供之資料，只限於本次辦理活動所需，將

不作為其他任何用途。 
3. 活動報名截止日期（e-mail 收件截止日期）：107 年 8 月 31 日下午五時。 
4. 社團如場地未恢復原狀者或未經查核即離開，視違規情節輕重社團將予以停權一至三個

月。 
5. 完成報名但未於活動當日擺攤之社團將取消次年申請攤位之資格並予以停權一個月。 
6. 因應社團數逐年增加與活動時間限制，本次嘉年華活動僅開放「16」個社團報名參加，

以「報名順序」為表演社團決定之機制，請務必確定有收到回覆的郵件）。 
7. 上述事項如有變更以最新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