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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次社團審議委員會議紀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3 日（星期二） 18 時 00 分 

貳、 地   點：課外活動指導組會議室(活動中心二樓) 

參、 主   席：董旭英                  紀錄：何宜茹 

肆、 出席人員：鄭匡佑、董旭英、陳恒安(請假)、張同廟、徐慧玲、郭昊侖、林育筠、

朱朝煌、吳昌振、沈安柔、李佳融、吳文瑋、陳貝爾、胡哲儀、陳彥儒、

游士賢、許靜慧、葉柏廷、顏婉容 

伍、 列席人員：柯廷瑜(活動中心管委)、陳邵洋(芸青軒管委)、曾奕安(服務學習中心)、

丁云琁(領導力中心)、陳威志(國際化中心)、李偉雄、邱俊銘、李苑靖、

吳宗荃、羅千祥、羅雅祺、歐陽沅、吳樹德 

陸、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100.4.12）會議記錄(附件一)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附件二) 

三、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四、主席報告(略) 

五、師長致詞(頒發證書) 

六、報告事項 

1. 中文系成立「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生學生自治會」 

2. 領導力中心報告(略) (丁云琁 執行長) 

3. 國際化中心報告(略) (何宜茹 代表) 

4. 服務學習中心報告(略) (謝德淵 代表) 

5. 活動中心管理委員會報告(略) (柯廷瑜) 

6. 芸青軒管理委員會報告(略) (陳邵洋) 

 

柒、 議題討論： 

第一案 

案由：101 年度社團和系會之經費、社團設備器材預算審核，提請討論。 

說明：社團、系會活動與器材經費如附件。 

決議：通過社團、系會活動與器材經費如下表：  

性質 性質 申請金額/元 初審金額/元 備註 

業務費 

社團活動經費 $5,208,791 $1,211,298   

系會活動經費   $2,291,687 $300,000   

器材經費 
$601,350

$260,850   

設備費 設備器材費 $340,500 1 萬元以上 

共計業務費 177 萬 2,148 元整；設備費 34 萬 5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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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成大水上活動社不服倒社處分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 99年度第2次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連續兩次無故缺席社團代表大會 (因主席誤將此社認

為連續倒社兩次的“成大水上救生協會＂而未進行通知。 

決議：因社聯會、課指組網站上未列出「連續兩次無故缺席社團代表大會將提請倒社」的規定，

加上該社為試辦性社團未熟悉其義務， 17票同意水上活動社可繼續運作。 

社聯會應於社團成立之初，即詳列社團義務並簽訂同意書，以強化社團傳承業務。 

第三案 

案由：100學年度申請成為正式社團名單有音響社，提請討論。  

說明：經上學期正式運作 1年後成效良好，擬同意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於 100 學年度申請成立試辦性社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申請試辦性社團有爵士音樂社、公共事務研習社、香海社、彩妝社、高爾夫球社、帆船

社、蘭友會、雜誌社、無極限研習社、原住民文化交流社、流行音樂歌唱社、喜信社等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社團幹部之通識教育認證在99學年度以前所擔任之職務擬採新舊制度並行方式進行，提

請追認通過。 

說明：依據通識教育施行細則備忘錄指示辦理，本案修訂時須經四會會長同意後，提交社團審

議委員會與通識教育委員會追認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 

案由：100學年度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下 

編號 性質 社團 單位 指導老師 備註 

1 康樂 爵士音樂社 藝術研究 楊金峰助理教授 新聘 

2 綜合 公共事務研習社 新聞中心 李金駿副主任 新聘 

3 服務 香海社 電機系 王駿發教授 新聘 

4 學藝 彩妝社 化工系 陳美瑾助理教授 新聘 

5 體能 高爾夫球社 體育老師 陳敬能副教授 新聘 

6 體能 帆船社 系統系 陳政宏副教授 新聘 

7 聯誼 蘭友會 機械系 林昌進教授 新聘 

8 學藝 雜誌社 中文系 賴麗娟教授 新聘 

9 綜合 無極限研習社 機械系 蘇演良教授 新聘 

10 聯誼 原住民文化交流社 地科系 吳銘志副教授 新聘 

11 康樂 流行音樂歌唱社 外文系 羅勤正教授 新聘 

12 綜合 喜信社 機械系 黃文敏教授 新聘 

13 體能 跆拳道社 學務處 蘇鈴茱老師 100/1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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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聯誼 僑生聯合會 僑輔組 王麗琴組員 100/1改聘  

15 綜合 全球議題研究社 生輔組 黃郁真組員 100/1改聘  

16 綜合 滔滔社 歷史系 蕭瓊瑞教授 100/1改聘  

17 體能 八極拳社 心輔組 臧台安訓導員 100/1改聘 

18 服務 服務團 軍訓室 陳建宏教官 100/1改聘 

19 服務 信望愛社 體育室 邱宏達副教授 100/1改聘 

20 綜合 音響社 軍訓室 黃均筑教官 100/1改聘 

21 康樂 土風舞社 衛生保健組宋雯雯護理師 100/1改聘 

22 綜合 天文社 電漿中心 陳炳志助理教授 100/1改聘  

23 康樂 合唱團 生科系 王浩文助理教授 100/1改聘 

24 服務 醫療服務社 醫學系 楊宜青副教授 100/1改聘  

25 聯誼 松山高中校友會 課指組 吳昌振先生 99/2改聘 

26 綜合 如來實證社 教育所 饒夢霞老師 100/1改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通過100年度新聘社團校外教練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新聘社團校外教練名單如下： 

NO. 社團 姓名 備註 

1 太極武學社   王昭文先生 教練證書 

2 太極武學社  楊昇翰先生 國家級武術教練證 

3 美術社  連武成先生 前成大教練 

4 合唱團  張容碩女士 學位證明 

5 心理研究社  陳淑慧小姐 學位證明 

6 飲品社  黃奕翔先生 教學證明書  

7 帆船社(試辦) 羅致遠教授 國家及運動教練證 

8 彩妝社(試辦) 蔡佩君小姐 比賽證照  

9 彩妝社(試辦) 王瓊瑤小姐 美容主任 (未附學經歷證明) 

決議：原則照案通過，惟彩妝社須於期末結束前補齊王瓊瑤小姐之學經歷證明。 

第八案 

案由：101 年度校外教練經費補助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共 16 個社團，24 位校外教練，擬每位教練每學期補助 4,000 元整。 

NO. 社團 姓名 NO. 社團 姓名 

1 美術社(書法) 連武成先生 13 濟命學社      謝正彥老師 

2 美術社(水彩)     蕭旭東老師 14 啦啦隊社 許鐘元先生 

3 太極武學社  李章仁先生 15 合唱團(新)    張容碩女士 

4 溜冰社(特技) 簡大喻先生 16 心理研究社(新) 陳淑慧小姐 

5 溜冰社(花式) 蔡曾偉先生 17 飲品社(新)      黃奕翔先生 

6 空手道社(基本) 謝國城先生 18 登山社 李增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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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空手道社(對打) 田斯予小姐 19 游泳社 周士強先生 

8 國樂社(箏團) 李香慧女士 20 舞蹈社 張菀凌小姐 

9 國樂社(大團) 史銘燻先生 21 舞蹈社 洪伊蕾小姐 

10 跆拳道社    劉軒宏先生 22 舞蹈社 蘇若蓁小姐 

11 合氣道社(技法) 黃富逸先生 23 舞蹈社 李佩珊小姐 

12 合氣道社(氣之應用) 方福建先生 24 滔滔社 王德瀛先生 

決議：通過。 

捌、臨時動議 

案由：是否補助吉他社第十四屆大吉盃，提請討論。 

說明：大吉盃為南區多校主辦之跨校性活動，今年由高雄大學承辦並擴大舉行，惟預算過高擬

請成大同意補助三萬元。 

決議：礙於經費來源不足，歉難同意補助此活動經費(15:0)。 

玖、散會 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