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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年度第四次全校社團負責人會議議題 

一、時間：108 年 5 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20 分 

二、地點：活動中心五樓廣場 

三、主席：學聯會會長黃荃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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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稅月活力營隊徵選活動。 

（三）桃園市政府青年事務局「青年參與志工服務學習活動」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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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各項社團活動經費申請說明： 

※申請日期：108 年 7 月 1 日至 108 年 7 月 31 日。 

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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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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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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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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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8 學年新任幹部名單（尚未於 5/8 前上傳的社團）請在期末考（6/14）前 email 給淑鈴姐。 

（七）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霸王卡申請登記： 

1. 108 年 5 月 20 日（一）起至 6 月 19 日（三），請於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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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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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中考 108/10/28~11/08 及期末考 108/12/30~109/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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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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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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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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24(一)至 6/28（五）及 108/7/8/（一）至 9/6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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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心社團活動空間 6/29~7/7 校外學習週，暫停開放借用。 

3. 108 年 9 月 9 日起恢復正常開放使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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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108 學年度組織領導力之培訓報名公告： 

1. 活動日期：108 年 6 月 22 日（六）地點：活動中心五樓，6 月 23、24 日（日、一）地點：

苗栗西湖渡假村(預定)，合計三天。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 年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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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如附件二) 

（十）社團財產盤點： 

社團財產盤點請於 6/4(二)前新舊社長自行盤點交接(財產清冊會中發放)，並於 6/5(三)12：

00~14：00 至課外活動組找陳大哥繳回財產交接清冊並簽名確認。 

（十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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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1072 學期活動核銷結止日為：108 年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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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 核准申請指導老師費用的社團，請於 108 年 6 月 10 日（一）前繳回指導老師親自簽

名的「指導老師授課費用收據」及「1072 學期指導老師授課紀錄表」至課外組。 

3.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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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7 月 31 日，未完成上述程序者，將進行系統停權作業。 

（十二）社團評鑑： 

1. 時間為 108.5.18（六），當天 9:00 起於活動中心五樓報到、簽到，中午提供午餐至多 2 份

（如報名一名，則一份），9:30 請至活動中心參加開幕典禮。正式資料審查自開幕典禮結

束後正式開始。各社團請依 4-6 樓社辦圖或會場圖（未配置社辦之社團）候審。（請見附

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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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社團環境清潔整理請於 5/16（四）前結束，5/17（五）請勿將垃圾清出，影響審查路線

（樓梯間）觀瞻。 

3. 風華之夜報名表請於 5/23（四）前回覆給淑鈴姐，信件（同社評 mail）已於 5/13 寄出。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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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數開課後，如不得以有變更活動時間，務必通知承辦人以利變更系統上的資料，避免系

統仍以舊時段通知選課同學進行服務。 

7. 如開課的活動內容有限定參加人員身份及條件(如社員、幹部或選課後須與開課社團聯

絡…等等)，務必於申請單上詳細列出。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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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社團幹部可至 portal 系統登錄五育活動相關紀錄。 

（十六）108 學年度社團嘉年華會活動公告： 

1. 活動日期：108 年 9 月 9 日（星期一）17:00 至 20:00，報名方式於暑假期間另行通知。 

2. 申請活動之社團請自行籌措活動經費，課外組不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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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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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例：桃友會 7/1  17：00~20：00 或 20：

00~23：00 

舞蹈教室 社課/28 人 

    

    

    

    

    

    

    

    

    

    

    

    

    

    

    

    

    

聯絡人：                聯絡人電話：              

注意事項： 

一、 108 年 6 月 7 日（四）起至 6 月 29 日（五）止，於下午 4：00 前，一律以 E-mail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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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場地有效使用，樂學基地表演廳及活五事內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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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樂學基地表演廳 50 人次以上、活五室內廣場 100 人次以上，始可

借用。 

四、 社課場地由課外活動組統一登記後於系統借用。 

五、 完成登記借用之場地，社團活動暫停或停課，請通知課外組取消場地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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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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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聯合校友會 
二、指導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三、活動日期：108 年 6 月 22 日(六)~ 6 月 24 日(一)合計三天 
四、報名日期：自 108 年 5 月 20 日至 108 年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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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三義西湖渡假村 
七、報名對象：學術文藝性、服務性、音樂性、康樂性、體育性、聯誼性、學生會、自治性、及

義工團體等各派 2 名參加(社長或會長一名 3 天全程參加，行政幹部一名參加第

1 天)。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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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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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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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社團活動經費一覽表 

主辦社團 活動名稱 補助金額

人社英專班學會 五系之夜 3,000 

工管系學會 工管系畢業茶會 3,000 

工管系學會 工管、電機乙、財金、化材、人社英專五系聯合之夜 3,000 

工管系學會 工管、財金、機械聯合 RUNNING MAN 1,000 

工管系學會 大淨灘 3,000 

中語系學會  1072 元智大學中語系畢業茶會 3,000 

化材系學會 化材通訊財金人設之夜 3,000 

化材系學會 淨灘 1,400 

化材系學會 水餃大賽 310  

化材系學會 全員逃走中 1,000 

化材系學會 化材火鍋趴 1,000 

社政系學會 畢業茶會 3,000 

社政系學會 小社盃 2,000 

財金學會 財金畢業茶會 3,000 

財金學會 五系之夜 3,000 

財金學會 食字路口 1,000 

財金學會 財金系烤 1,000 

財金學會 財金估價王 2,000 

國企學會 英國之夜 3,000 

國企學會 英國週系列活動 2,500 

國企學會 小英國盃 2,500 

會計學會 畢業茶會 3,000 

會計學會 會計系烤 1,000 

會計學會 小會盃 2,500 

會計學會 金頭腦 3,200 

資傳系學會 畢業派對 3,000 

資傳系學會 系列講座(三) 1,600 

資傳系學會 107 資傳系資宅盃 1,000 

資傳系學會 系列講座(二) 1,600 

資傳系學會 資傳系西瓜盃 1,000 

資傳系學會 資傳系烤 1,000 

資傳系學會 資傳之桌 300  

資傳系學會 2019 資訊週 2,500 

資管系學會 2019 資管送舊 2,500 

資管系學會 2019 資管之夜 3,000 

資管系學會 2019 資管系烤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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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學會 2019 資訊週 2,500 

資管系學會 2019 資管小資盃 800  

電機系乙組組學會 畢業茶會 3,000 

電機系乙組組學會 五系之夜 3,000 

電機系乙組組學會 火鍋趴 1,0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畢業茶會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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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英國週 2,500 

學士英專班學會 英專系烤 1,000 

機械系學會 機械系之夜 1,000 

機械系學會 running man 1,000 

機械系學會 淨化地球認清大會 1,000 

機械系學會 工程週 2,500 

AIESEC 元智分會 國際文化體驗營 5,000 

AIESEC 元智分會 期末大會 500  

AIESEC 元智分會 國際研習生抵台交流會 500  

AIESEC 元智分會 海外成長說明會 800  

CPA Club 履歷撰寫與面試技巧講座 1,600 

CPA Club 財會研究所分享會 500  

CPA Club 聽聞職場系列【公務員職場經驗分享講座】 1,600 

CPA Club 會計師事務所企業參訪 1,000 

CPA Club 聽聞職場系列【銀行職場經驗分享講座】 1,600 

CPA Club 志工服務【華勛國小志工服務】 1,800 

CPA Club 聽聞職場系列【與資訊接軌，中小型事務所職場經驗分享】 1,600 

不成文詩社 不成文作品發表小市集 1,000 

不成文詩社 常規性社課 50  

不成文詩社 1072 學期社員小聚會 5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動漫社期末社大 5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動畫電影賞析 5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桌遊社聯合社課 70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超合理變異：《後街女孩》本來就暗陰還要更暗陰大解析 850  

多媒體動畫漫畫社 一起來學 cosplay 吧！！ 1,000 

美工社 7-11 存錢小屋 1,500 

美工社 毛小孩在美工社打呼 2,000 

美工社 期末成果交流樂 500  

美工社 彩帶手環 1,000 

美工社 交大與元智孤兒院一日手作樂 4,000 

美工社 社區結盟 5,000 

美工社 期初摩天輪+仙氣羽毛筆 500  

美工社 小巧輕便零錢包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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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遊戲社 桌遊社幹部交接典禮 500  

桌上遊戲社 中壢桌遊店實地參訪 500  

桌上遊戲社 阿瓦隆桌遊邏輯辯論競賽 500  

桌上遊戲社 鶯歌城市尋寶與實境解謎課程 900  

桌上遊戲社 中壢密室逃脫實境體驗課程 900  

桌上遊戲社 桌遊與動漫聯合社課 500  

桌上遊戲社 TRPG 桌上角色扮演專業課程 500  

桌上遊戲社 霄裡國小園遊會桌遊體驗 2,500 

桌上遊戲社 資傳資桌之夜 500  

桌上遊戲社 桌遊與圍棋聯合社課 500  

桌上遊戲社 期初社大 500  

烘焙社 期末社大 500  

烘焙社 九焙愛 5,000 

烘焙社 烘焙社課 1,000 

圍棋社 期末社大 500  

圍棋社 元智 x 中原大學聯合社課 500  

圍棋社 桌遊 x 圍棋聯合社課 500  

圍棋社 禮尚往來 500  

圍棋社 2019 年中區盃全國大專院校圍棋錦標賽 4,000 

圍棋社 跨校交流賽 5,000 

圍棋社 圍棋之旅 500  

圍棋社 新銳棋院交流賽 500  

圍棋社 alphago：探索圍棋創新思路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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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願服務的意義和價值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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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展 3,500 

新世紀領袖培育計畫團 淨灘 1,500 

機動車輛研究社 車輛結構介紹-(研議中) 800  

機動車輛研究社 基礎保養 800  

機動車輛研究社 進階騎乘技巧-繞錐練習 400  

機動車輛研究社 期初設大 500  

證券研習社 主題演講 1,6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3 5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2 500  

證券研習社 1072 服務學習 1,000 

證券研習社 社課 1 500  

攝影社 攝影社期末攝影展 5,000 

攝影社 攝影社期末外拍教學 3,000 

攝影社 夜間拍攝課程 1,200 

攝影社 棚拍教學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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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社 攝影社社課 1,500 

攝影社 攝影社 1072 學期期初社大 500  

生命泉學生教會 幸福名人講座(三) 3,200 

生命泉學生教會 幸福名人講座(二) 3,200 

生命泉學生教會 幸福名人講座(一) 3,200 

宜蘭校友會 會員大會 500  

宜蘭校友會 清明返校專車 6,500 

宜蘭校友會 社烤 1,000 

宜蘭校友會 蘭陽週 6,000 

南部地區聯合校友會 期末送舊感恩大會 500  

南部地區聯合校友會 南聯期末考肉趴 1,500 

南部地區聯合校友會 化妝大賽 2,000 

南部地區聯合校友會 府城週 3,500 

南部地區聯合校友會 元智&中原聯合期初社大 500  

桃園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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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友週 1,000 

桃園校友會 桃友會期初社員大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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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送舊 1,500 

馬來西亞學生聯誼會 馬台交流會 2,000 

陸聯會 1072 陸聯會學長姐畢業分享 1,000 

陸聯會 1072 端午小粽杯歌唱比賽 1,000 

陸聯會 1072 陸聯會畢業茶會 1,500 

陸聯會 1072 陸生籃球比賽 3,000 

陸聯會 1072 陸聯會期初茶 500  

福音團契 甚麼是傳福音? 200  

福音團契 團契時間(二) 500  

福音團契 福音茶會 400  

福音團契 團契時間(一) 500  

福音團契 基督徒可做不可做之事 200  

福音團契 同工會議 200  

流行音樂錄影帶舞蹈社 成果發表 3,000 

登山社 中級嚮導營 5,000 

登山社 社團幹部交接暨學期成果發表 500  

登山社 期末溯溪 4,500 

登山社 登山安全講座 1,600 

登山社 期中大山-眠月線 8,000 

登山社 期中郊山-姜子寮山 2,500 

登山社 期初郊山 1,500 

登山社 期初社大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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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舞社 期末成發 9,000 

熱舞社 社內盃 1,000 

熱舞社 期初火鍋趴 1,000 

Disc Jockey 社 解放元智 2019 500  

Disc Jockey 社 1072 期初社團大會 500  

Disc Jockey 社 Disc Jockey 社 社課 1,000 

Jumping flea 烏克麗麗社 期末成果發表會 2,500 

Jumping flea 烏克麗麗社 烏克麗麗安養院義演 1,000 

Jumping flea 烏克麗麗社 社區結盟—元來烏克愛麗麗 1,550 

Jumping flea 烏克麗麗社 期初迎新成發 3,000 

吉他社 畢業音樂會 4,000 

吉他社 聯合音樂講座 1,000 

吉他社 吉他社期初社大 500  

多媒體電子音樂社 四校熱音聯展 4,000 

多媒體電子音樂社 MIDI 期初社大 500  

弦樂社 期末成發 8,000 

弦樂社 幹部訓練 500  

弦樂社 期末社大 500  

弦樂社 電影之夜 9,000 

弦樂社 校慶音樂會 3,000 

弦樂社 社課 1,000 

弦樂社 社區結盟 10,000 

弦樂社 寒假集訓 1,000 

流行音樂錄音社 期末成發 3,000 

流行音樂錄音社 社區結盟 1,000 

流行音樂錄音社 期初成果發表 2,000 

流行音樂錄音社 初階社課 1,000 

管樂社 期末音樂會 5,000 

管樂社 電影之夜 3,000 

管樂社 瑪琍亞護理之家母親節義演、服務 3,000 

管樂社 校慶音樂會 3,000 

管樂社 社區結盟 8,500 

管樂社 期初社大 500  

管樂社 管樂社全國學生音樂比賽 5,000 

嘻哈文化研究社 嘻研期末成發 3,000 

鋼琴社 鋼琴社期末音樂交流 3,400 

鋼琴社 鋼琴社社區結盟 500  

鋼琴社 御禾園安養院鋼琴志工演奏會 240  

鋼琴社 期中同樂小成發 4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夜市大富翁 5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育幼院母親節特別企劃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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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零社服工作隊 九焙愛 8,0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九零社慶大團圓 2,500 

九零社服工作隊 育幼院 - 翱「祥」天空的你們 –夢想起飛的時代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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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學習 社區兒童照顧 9,500 

中智社 2019 禪風體驗營 6,000 

動物關懷社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演講 1,000 

動物關懷社 動保教育志工 1,500 

動物關懷社 愛摸頭寵物溝通演講 1,200 

動物關懷社 今天美工請多多指教 700  

動物關懷社 狗狗洗澎澎 200  

動物關懷社 期初社大 400  

崇德青年志工社 送舊晚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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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饗宴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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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拳社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館參觀 1,000 

長拳社 宜蘭縣國術、武術錦標賽 4,800 

柔道社 全國大專運動會 9,000 

柔道社 禮尚往來 500  

柔道社 校內寒期訓練 1,000 

飛鏢社 期初社大 500  

健身美體社 健康知識問答比賽 500  

健身美體社 硬舉比賽 2,500 

國術社 文武傳承 1,000 

國術社 期末成果發表 3,000 

國術社 期初社大 500  

跆拳道社 10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6,000 

跆拳道社 弘光盃大專院校跆拳錦標賽 8,000 

跆拳道社 1072 寒訓 1,000 

網球社 十元盃 800  

網球社 42th 十三聯誼比賽 1,300 

網球社 元智中央中原三校友誼賽 2,000 

網球社 海大友誼賽 1,300 

劍道社 1072 暑假訓練 500  

劍道社 1072 社區結盟 10,000 

劍道社 1072 全國菁英杯 9,000 

劍道社 1072 禾雀盃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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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道社 1072 學生盃 3,000 

劍道社 1072 期初社大 500  

劍道社 
1072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扶輪盃第二屆 反毒、反詐騙公益劍

道錦標賽 
5,000 

籃球社 2019 年元智大學男、女籃校友盃 1,500 

籃球社 2019 年元智大學籃球裁判研習營 1,600 

籃球社 107 學年度元智大學女籃學院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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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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