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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8學年度第 2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26日（星期二）18時 30分 

貳、 地   點：學生活動發展組會議室 

參、 主   席：林柏頡                   紀錄: 吳昌振 

肆、 出席人員： 

張松彬、吳昌振、林慧姿、林育筠、沈恒伃、林芷寧、林芳誼、張同廟(請假)、黃郁芬、洪

敬富(請假)、蔡一愷、張硯涵、林柏頡、陳贊元、許恩嘉(代劉伃婕)、胡蕙翊、簡暄庭、陳

品伃、陳宣佑 

伍、 列席人員： 

陸、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108.11.27）會議記錄[附件一]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與列管事項[附件二]  

 三、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四、主席報告 

 五、報告事項 

柒、 議題討論： 

第一案 

案由：108學年度申請試辦、正式社團與退場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社團解散機制-每學期無登錄社員名單、每學期無辦理活動紀錄、每學期須依章程無召

開社員大會，並無繳交會議記錄一份(92-2社審)；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無特殊理由缺

席者(92-5社審)；交接後未繳交交接清冊(93-1社審)；試辦性社團兩年內無申請通過為正式性社

團(94-1社審)。 

NO. 性質 社團 輔導老師 備註 

1 體能性 成大柔拳道社 無聘任 試辦 

2 學藝性 美國光電協會成大

學生分會 

黃勝廣 轉正式 

3 服務性 校園文資導覽社 朱朝煌 108學年度無登錄社員名單、無

辦理活動紀錄、無召開社員大

會、未繳交交接清冊 

4 學藝性 分子設計研究會 陳宇楓 試辦性社團兩年內無申請通過為

正式性社團 

5 聯誼性 大同高中校友會 林慧姿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108/10/2、

12/11)  

6 聯誼性 台南印尼學生聯合

會 

陳炳宏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108/12/11、

109/3/24)  

7 聯誼性 原住民文化交流社 樂鍇‧祿璞崚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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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8 聯誼性 泰國學生會 柯碧蓮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9 聯誼性 陸生聯合會 方宜淨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108/10/2、

12/11、109/3/24) 

10 聯誼性 越南學生協會 蔣為文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1 聯誼性 轉學轉系生聯誼會 龔毅珊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2 服務性 成大扶輪青年服務

團 

楊世銘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3 服務性 康樂領導服務社 郭昊侖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4 體能性 成大水上活動社 無聘任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5 體能性 羽球社 涂國誠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6 體能性 高爾夫球社 彭怡千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7 體能性 槓徒 無聘任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8 學藝性 美術研究社 顧盼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19 學藝性 創客/幫 簡聖芬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0 學藝性 視聽研究社 無聘任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1 學藝性 新奇編織社 無聘任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108/12/11、

109/3/24)  

22 學藝性 遙控模型社 葉思沂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3 學藝性 日本麻雀研究社 無聘任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4 綜合性 交點社 無聘任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5 綜合性 法輪大法社 詹世煌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6 綜合性 海峽青年交流會 周志杰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7 綜合性 國際交流會 陳曉芸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8 綜合性 喜信社 無聘任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29 綜合性 翔鷹社 黃榮俊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30 綜合性 綠腳趾 無聘任 108學年度未繳交交接清冊 

31 服務性 醫療服務社 盧豐華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108/12/11、

109/3/24) 

決議： 

1. 通過試辦與轉正式社團申請。 

2. 經承辦人與社團性質主席確認社團運作情況後，通過退場名單：校園文資導覽社、分子

設計研究會、泰國學生會、康樂領導服務社、羽球社、槓徒、新奇編織社、綠腳趾，後

續請追蹤社團財產繳回與收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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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量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出入境管制影響，免予計算 3月 24日社團代表大會外籍生社團

之缺席紀錄：台南印尼學生聯合會、陸生聯合會。 

4. 依過往判例，以 16票同意「有附帶條件可保留暫不退場」，保留觀察期為一學年，109

學年度之社團代表大會(109上期初、期末，109下期初、期末)不可缺席且不可請假，

懲處勞動服務 2次，需於一年內完成，由社團聯合會負責監督執行，懲處社團：大同高

中校友會、陸生聯合會、醫療服務社。 

5. 交接清冊正在簽核流程的社團：成大扶輪青年服務團、創客/幫、海峽青年交流會，於

會議結束後一週內完成，可免予退場。 

 

第二案 

案由：108學年度申請新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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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性質 社團 輔導老師 單位 備註 

1 所學會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學生會 溫敏杰 國經所 新聘 

2 自治性 服務學習中心 張松彬 生科系 改聘 

3 系學會 都市計劃系系學會 趙子元 都計系 改聘 

4 體能性 太極武學社 張松彬 生科系 改聘 

5 學藝性 國際光電工程學會成大學生分會 徐旭政 光電系 改聘 

6 學藝性 國際英語演說社 石苓 外文系 

改聘(自109

學年度第1學

期起)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108學年度第2學期校外教練新聘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NO. 社團 姓名 專長證明 說明 備註 

1 柔道社 林光宇 C級教練證 新聘  

2 國術社 柯志祥 C級教練證 新聘  

3 流行舞蹈社 鄭舜元 比賽得獎照片 新聘  

4 流行舞蹈社 翁聖家 他校聘書、比賽獎盃照片 新聘  

5 口琴社 李勤道 音樂系畢業證書、比賽獎狀 新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系學會聯合會英文名稱更名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系學會聯合會109年3月20日系會長大會決議辦理，將英文名稱「United 

Department Association (UDA)」更名為「United Department Student Association 

(UDSA)」。 

決議：贊成16票，反對0票，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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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案由：是否制訂勞動服務懲處的執行期限，請討論。 

說明：追蹤勞動服務執行情況，發現有少數組織拖延不履行勞動服務懲處，依社團聯合會主席

團會議決議，建議受懲處的社團應在懲處公告日起半年內完成勞動服務。 

決議： 

1. 12票同意，0票反對，通過勞動服務懲處案的執行期限，除另有規定外，應在公告日起半

年內執行完畢，若未於期限內完成，停止學生活動中心場地使用權利一年。 

2. 過去積欠未完成之勞動服務，應於此決議公告後半年內執行完畢。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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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 108學年度第 1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18時 30分 

貳、 地   點：學生活動發展組會議室 

參、 主   席：張同廟                   紀錄: 吳昌振 

肆、 出席人員： 

張松彬、吳昌振、林慧姿、林育筠、沈恒伃、林芷寧、許勝凱、黃郁芬、張同廟、洪敬富

(黃郁芬代)、蔡一愷、張硯涵(黃懷宇代)、林柏頡、陳贊元、劉伃婕、胡蕙翊、簡暄庭、陳

品伃、陳宣佑 

伍、 列席人員：葛綜棠 

陸、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108.04.25）會議記錄[附件一]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與列管事項[附件二]  

 三、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四、主席報告 

 五、報告事項 

柒、 議題討論： 

第一案 

案由：108學年度申請試辦、正式社團與退場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社團解散機制-每學期無登錄社員名單、每學期無辦理活動紀錄、每學期須依章程無召開

社員大會，並無繳交會議記錄一份(92-2社審)；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無特殊理由

缺席者(92-5社審)；交接後未繳交交接清冊(93-1社審)；試辦性社團兩年內無申請通過為正

式性社團(94-1社審)。 

NO. 性質 社團 輔導老師 備註 

1 學藝性 日本麻雀研究社 不聘任 試辦 

2 學藝性 飛行社 賴維祥 試辦 

3 聯誼性 印度學生會 李約亨 試辦 

4 綜合性 客家社 無聘任 轉正式 

5 綜合性 成大方程式賽車社 無聘任 轉正式 

6 綜合性 區塊鏈研究社 莊坤達 轉正式 

7 綜合性 法鼓山世界青年社 陳弘學 轉正式 

8 綜合性 問答猜謎研究社 - 轉正式 

9 學藝性 泰德臺南社 吳光庭 轉正式 

10 聯誼性 泰國學生會 柯碧蓮 轉正式 

11 學藝性 日文研習競賽社 - 

107學年度無登錄社員名單、無辦

理活動紀錄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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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特殊理由缺席 

12 學藝性 中國結社 - 

107學年度無辦理活動紀錄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13 體能性 少林拳社 - 試辦 2年未轉為正式性社團 

14 體能性 拳擊社 - 
107學年度無登錄社員名單、無辦

理活動紀錄 

15 聯誼性 穆斯林學生協會 蔡美玲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16 聯誼性 聯合中學校友會 吳昌振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17 聯誼性 越南學生協會 蔣為文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18 聯誼性 台南印尼學生聯合會 陳炳宏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19 綜合性 行動藝術服務社 鄭淑惠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0 綜合性 國際交流會 陳曉芸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1 綜合性 宗教哲學研究社 景鴻鑫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2 學藝性 園藝社 林慧姿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3 學藝性 橋藝社 洪裕昌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4 學藝性 成大模擬聯合國社 林育筠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5 學藝性 合成生物學研究會 吳意珣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6 學藝性 藝文策展聯合會 郭昊侖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7 康樂性 流行舞蹈研習社 -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28 體能性 截拳道社 林慧姿 
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

無特殊理由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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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照案通過前 10項試辦與轉正式社團。 

2. 經承辦人與社團性質主席確認社團運作情況後，通過退場名單：日文研習競賽社、中國

結社、少林拳社、拳擊社、藝文策展聯合會，後續請追蹤社團財產繳回與收回辦公室。 

3. 因 108學年度上學期方實施會議通知中英文公告，從寬考量外籍生學生社團之權利，本

次撤回退場名單：穆斯林學生協會、越南學生協會、台南印尼學生聯合會、國際交流

會，未來請社團聯合會涉及有關社團權益事項應採取中英文公告，以維護社團權益。 

4. 其餘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無特殊理由缺席之社團，依循過往判例，經在場委

員討論，以 16票同意「有附帶條件可保留暫不退場」，保留觀察期為一學年，108學年

度之社團代表大會(108上期末，108下期初、期末)不可缺席且不可請假，同時依缺席

次數懲處勞動服務，由社團聯合會負責執行。 

性質 社團 未出席情況 勞動服務次數 

聯誼性 聯合中學校友會 107下初、107 下末、108上初 3 

綜合性 行動藝術服務社 107下初、107下末 2 

綜合性 宗教哲學研究社 107下初、107下末 2 

學藝性 園藝社 107下末、108上初 2 

學藝性 橋藝社 107下初、107下末 2 

學藝性 成大模擬聯合國社 107下末、108上初 2 

學藝性 合成生物學研究會 107下末、108上初 2 

康樂性 流行舞蹈研習社 107下初、107下末 2 

體能性 截拳道社 107下初、107下末 2 

 

第二案 

案由：108學年度申請新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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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性質 社團 輔導老師 單位 備註 

1 自治組織 畢業生聯合會 陳鈞宜 軍訓室 改聘 

2 系學會 地球科學系會 陳燕華 地科系 改聘 

3 系學會 統計學系會 張升懋 統計系 改聘 

4 系學會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會 楊孔嘉 醫計系 改聘 

5 系學會 企業管理系學會 張心馨 企管系 改聘 

6 系學會 物理學系會 羅光耀 物理系 改聘 

7 系學會 生命科學系會 陳一菁 生科系 改聘 

8 系學會 測量與空間資訊學系會 鄭郁潾 測量系 改聘 

9 系學會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會 呂宗行 航太系 改聘 

10 系學會 生物科技與產業學系會 郭瑋君 生技系 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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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學會 物理治療學系會 徐碧真 物治系 改聘 

12 系學會 工業設計系學會 林彥呈 工設系 改聘 

13 系學會 中國文學系會 高美華 中文系 改聘 

14 系學會 政治系學會 周志杰 政治系 改聘 

15 系學會 會計學系會 顏盟峯 會計系 改聘 

16 所學會 企業管理所研究生學生會 張心馨 企管所 改聘 

17 所學會 國際企業研究所學會 曾瓊慧 國企所 改聘 

18 聯誼性 桃園地區聯合校友會 林芷寧 活動組 改聘 

19 聯誼性 成大南友會 林芷寧 活動組 改聘 

20 聯誼性 成功景美高中聯合校友會 林芷寧 活動組 改聘 

21 聯誼性 成大竹苗地區校友會 林芷寧 活動組 改聘 

22 聯誼性 雄中雄女聯合校友會 陳曉芸 護理系 改聘 

23 學藝性 泰德台南社 吳光庭 建築系 改聘 

24 學藝性 成大國際英語演說社 石明人 醫學系 改聘 

25 學藝性 美國光電協會成大學生分會 黃勝廣 光電系 改聘 

26 體能性 國術研究社 楊大和 資訊系 改聘 

27 綜合性 TO.拉酷 莊佳蓉 公衛所 改聘 

28 綜合性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 李劍 航太系 改聘 

29 綜合性 光鹽唱詩社 張欣民 統計系 改聘 

30 服務性 成大醫療服務社 盧豐華 家醫科 改聘 

31 服務性 成大童軍社 黃清松 軍訓室 改聘 

32 康樂性 管弦樂社 楊金峯 藝術所 改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108學年度第1學期校外教練新聘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NO. 社團 姓名 專長證明 說明 備註 

1 鋼琴社(流行) 謝辰敏 學位證書(相關科系) 新聘  

2 舞蹈研究社(芭蕾舞) 林怡君 認證證書 新聘  

3 舞蹈研究社(即興創作) 陳盈琪 學位證書(相關科系) 新聘  

4 舞蹈研究社(爵士舞) 孟凱倫 學位證書(相關科系) 新聘  

5 合唱團(基礎) 林勁亨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學生證 新聘  

6 泰德臺南社 吳啟豪 學位證書(相關科系).感謝狀 新聘  

7 啦啦隊社 謝閔凱 國家代表隊證書 新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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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上活動社 何沅錡 獎狀 新聘  

9 飛盤社 陳至謙 獎狀、獎牌 新聘  

10 合氣道社(基本技法) 林以辰 道場證書 新聘  

11 陶藝泥巴社(進階) 石坤昌 參訓證明、臺師大聘書 新聘  

12 火舞藝術研究社 許晉豪 街頭藝人證 新聘 無經費 

13 流舞社(Hip Hop) 楊鎰隆 感謝狀 新聘  

14 流舞社(Girl style) 張雅涵 家齊高中聘書 新聘  

15 流舞社(Locking) 沈育泰 獎牌、評審證 新聘  

16 流舞社(Breaking) 張祐綸 高雄高工聘書、評審聘書 新聘  

17 管弦樂社(小號) 呂偉宏 學位證書(相關科系) 新聘 無經費 

18 溜冰社(花式) 許育綜 丙級教練證 新聘 無經費 

鋼琴社已聘黃雨寧授課古典音樂；舞蹈研究社已聘卓宛蓁、何佳禹授課民族舞與現代舞；合唱

團已聘張容碩授課進階課；合氣道社已聘黃富逸授課應用技法；陶藝泥巴社已聘鍾韋震授課入

門課；管弦樂社已聘林家慷、陳元媛、張哲綱授課薩克斯風、弦樂團、管樂團；溜冰社已聘蔡

曾偉授課花式。 

決議：除水上活動社何沅錡、陶藝泥巴社石坤昌、溜冰社許育綜教練聘期自108學年度第2學期

起算，其餘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109年度校外教練經費補助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共38個社團，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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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標社(恰恰) 陳建廷 31 啦啦隊社 謝閔凱* 

2 國標社(鬥牛舞) 黃俊銘 32 詠春拳社 李  明 

3 國標社(森巴) 蔡孟芮 33 騎射協會 方芝蓁 

4 鋼琴社(古典) 黃雨寧 34 空手道社(形) 田斯予 

5 鋼琴社(流行) 謝辰敏* 35 空手道社(對打) 謝國城 

6 舞蹈研究社(民族舞) 卓宛蓁 36 柔道社 陳敬昌 

7 舞蹈研究社(芭蕾舞) 林怡君* 37 乒乓社 謝東融 

8 舞蹈研究社(現代舞) 何佳禹 38 國術研究社 許聰嚴 

9 舞蹈研究社(即興) 陳盈琪* 39 水上活動社 何沅錡* 

10 舞蹈研究社(爵士舞) 孟凱倫* 40 網球社 戴伯勳 

11 魔術社 張偉德 41 飛盤社 陳至謙* 

12 吉他社 蔡伯彥 42 太極武學社 李章仁 

13 管弦樂社(薩克斯風) 林家慷 43 合氣道研究社(應用) 黃富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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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管弦樂社(弦樂團) 陳元媛 44 合氣道研究社(基本) 林以辰* 

15 管弦樂社(管樂團) 張哲綱 45 溜冰社 蔡曾偉 

16 國樂研究社 林晉名 46 棒球社 林東興 

17 國樂研究社(古箏) 佘淑慧 47 飲品術研習社 陳亮維 

18 動畫社 吳宗展 48 中國傳統醫學研習社(內科) 黃書澐 

19 爵士樂社 郭俊昇 49 中國傳統醫學研習社(針灸) 陳俞沛 

20 世界舞蹈社 莊毓婷 50 美術社(西畫) 林祐宏 

21 合唱團(進階) 張容碩 51 美術社(書法) 連武成 

22 合唱團(基礎) 林勁亨* 52 美術社(水彩) 李侑倩 

23 國劇研究社 曾子津 53 陶藝泥巴社(進階) 石坤昌* 

24 口琴社 黃渝雯 54 陶藝泥巴社(入門) 鍾韋震 

25 流行音樂歌唱社 張佳鎔 55 流舞社(Hip Hop) 楊鎰隆* 

26 象棋社 郭宸銘 56 流舞社(Girl style) 張雅涵* 

27 手語社 林亞秀 57 流舞社(Locking) 沈育泰* 

28 濟命學社 謝正彥 58 流舞社(Breaking) 張祐綸* 

29 雜耍技術交流社 陳益銓    

30 泰德臺南社 吳啟豪*    

                                                       *代表本次會期新聘。 

決議： 

1. 第六案中國傳統醫學研習社109年度校外教練陳俞沛醫師經費補助申請決議通過補件。 

2. 照案通過，自108學年度第2學期起每位教練每學期補助4,000元整。 

 

第五案 

案由：社團更名案共4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合成生物學研究會108年9月30日社團會議決議辦理，由合成生物學研究會更改為

「國立成功大學合成生物學研究社」。 

二、依據鐵道研究社108年9月24日社團社員大會決議辦理，由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ail Club更改為「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ailway Club」。 

三、依據成大賽車工作室108年9月30日社員大會決議辦理，由成大賽車工作室更改為「成大

方程式賽車社」。 

四、依據成大法青社108年9月24日社員大會決議辦理，由成大法青社更改為「法鼓山世界青

年社」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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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由：有關中國傳統醫學研習社109年度校外教練陳俞沛醫師經費補助，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08 年 4 月 25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通過聘任中醫社校外教練—陳

俞沛醫師，惟 4 月 30 日查詢本校人事室「教職員名錄查詢系統」，陳醫師在職本校（如

下圖）。因此轉告中醫社林品均社長無法聘任陳醫師，預計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社

團審議委員會提出修正。 

 
二、 108 年 10 月 22 日經與人事室確認，陳醫師雖擁有兼任教師的員工編號。但人事室認為

陳醫師「本職」為校外人員，只是至本校醫學院與法律系作為兼任教師。本組重新認定

中醫社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新聘陳俞沛醫師為校外教練，並通知中醫社。 
三、 108 年 11 月 4 日中醫社林崴漢社長確認續聘陳俞沛醫師為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外教

練，因行政程序延宕，致使該社團逾期繳交 109 年度校外教練經費補助（原規定收件日

為 10 月 15 日止）。考量逾期繳交文件非社團經營問題，因此提案討論。 
決議：綜合考量具體事實後，同意列入本次校外教練經費補助案討論。 

 

第七案 

案由：法務部協助不適任教育人員查詢，比對結果「判決確定」一項符合條件，是否續聘該員

擔任社團校外教練，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係本校於本學期將在職人員函請教育部轉法務部查詢比對不適任人員，合先敘明。 
二、依據比對結果，計有一人具過往判決確定之紀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判決日期 74

年 3 月 30 日、徒刑刑期 1 年 3 個月)，係本組某社團聘任之校外教練。 
三、依據人事室解釋，本案非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 27-1 條規定，具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等犯罪，故無須即刻解聘及通報。 
四、108 年 11 月 4 日經承辦人與該社社長了解該校外教練工作態度，社長認為教練對社團訓

練、授課貢獻良多，並與社員相處融洽。考量事實發生日距今 30 餘年，且近期並無再犯，

本組後續將定期評估以維護校園安全。 
決議：綜合考量具體事實後，同意續聘該社團校外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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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案由：續聘校外教練時是否需提供「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俗稱良民證）」，提請討論。 

說明：由於目前學生社團續聘校外教練時僅需於社團E化系統操作續聘程序，不須重複審核。

為嚴謹聘任程序與維護校園安全，建議續聘校外教練時仍需繳交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俗稱良民

證）。 

決議：通過應每學期定期查核校外教練資格。參考國立中興大學課外組作法，由學生活動發

展組每學期定期查核校外教練資格，統一造冊請人事室協助辦理查閱作業。【經會後於108年

11月28日詢問人事室考核發展組，每年固定3月與9月送教育部申請性平案件查閱作業。】 

 

第九案 

案由：109年度社團經費、社團設備器材預算審核，提請討論。 

說明：各項經費統計如下。共計業務費212萬4,209元整；設備費4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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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1,353 1,215,914   

社團學術研究計畫經費 305,596 208,500  

系會活動經費 671,302 300,000   

學生會活動經費 300,000 200,000  
器材經費 

2,648,953 
199,795   

設備費 設備器材費 400,000 1 萬元以上 
討論： 

1. 各性質承辦人員與主席說明審核過程與社團反應意見。 

2. 學生會預算編列30萬元，考量近年實際核銷情形皆在20萬元上下，代收學生會會費後收

入情形穩定良好，且為配合推動社團學術研究計畫，擬降低學生會活動經費10萬元移至

社團學術研究計畫經費。 

3. 學生會希望可依會費實際收取的情況來調整，因每一屆收取會費多寡無法一概而論，且

學生會多將會費用於全校學生福利政策，如辦理返鄉專車、學生幹部技能培訓、補助系

學會與社團活動等，希望還是可以保留30萬元的基本額度。 

 決議：照案通過。學生會活動經費補助20萬元，若來年執行情況良好有不足的需求可以於二

次經費分配時提出申請再從優補助。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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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 108學年度第 1次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案由 執行情況 列管狀況 

第一案 

案由：108學年度申請試辦、轉正式與退場社團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 

1. 照案通過前 10項試辦與轉正式社團。 

2. 經承辦人與社團性質主席確認社團運作情況後，通過退場名

單：日文研習競賽社、中國結社、少林拳社、拳擊社、藝文

策展聯合會，後續請追蹤社團財產繳回與收回辦公室。 

3. 因 108學年度上學期方實施會議通知中英文公告，從寬考量

外籍生學生社團之權利，本次撤回退場名單：穆斯林學生協

會、越南學生協會、台南印尼學生聯合會、國際交流會，未

來請社團聯合會涉及有關社團權益事項應採取中英文公告，

以維護社團權益。 

4. 其餘社團代表大會連續兩次未請假又無特殊理由缺席之社

團，依循過往判例，經在場委員討論，以 16票同意「有附帶

條件可保留暫不退場」，保留觀察期為一學年，108學年度之

社團代表大會(108上期末，108下期初、期末)不可缺席且不

可請假，同時依缺席次數懲處勞動服務，由社團聯合會負責

執行。 

1. 退場社團均已完成

社團財產繳回與收

回辦公室。 

2. 108學年度下學期

期末社團代表大會

已採中英文公告。 

3. 勞動服務已執行完

成之社團：行動藝

術服務社、宗教哲

學研究社、園藝

社、成大模擬聯合

國社、合成生物學

研究會；尚未執行

之社團：聯合中學

校友會、橋藝社、

流行舞蹈研習社、

截拳道社。 

繼續列管 

第二案 

案由：108學年度申請新聘(改聘)輔導老師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解除列管 

第三案  

案由：108學年度第 1學期校外教練新聘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除水上活動社何沅錡、陶藝泥巴社石坤昌、溜冰社許育綜教練聘

期自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起算，其餘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解除列管 

第四案 

案由：109年度校外教練經費補助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 

1. 第六案中國傳統醫學研習社 109年度校外教練陳俞沛醫師經

費補助申請決議通過補件。 

2. 照案通過，自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每位教練每學期補助

4,000 元整。  

依決議辦理。 解除列管 

第五案 

案由：社團更名案共 4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解除列管 

第六案 

案由：有關中國傳統醫學研習社 109 年度校外教練陳俞沛醫師經費補

依決議辦理。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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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提請討論。 

決議：綜合考量具體事實後，同意列入本次校外教練經費補助案討論。 

第七案 

案由：法務部協助不適任教育人員查詢，比對結果「判決確定」一項符

合條件，是否續聘該員擔任社團校外教練，提請討論。 

決議：綜合考量具體事實後，同意續聘該社團校外教練。 

依決議辦理。 解除列管 

第八案 

案由：續聘校外教練時是否需提供「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俗稱良民

證）」，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應每學期定期查核校外教練資格。參考國立中興大學課外組

作法，由學生活動發展組每學期定期查核校外教練資格，統一造冊請人

事室協助辦理查閱作業。 

依決議辦理。 

108年 11月 28日詢問

人事室考核發展組，每

年固定 3 月與 9 月送教

育部申請性平案件查閱

作業。 

解除列管 

第九案 

案由：109年度社團經費、社團設備器材預算審核，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學生會活動經費補助 20萬元，若來年執行情況良好有

不足的需求可以於二次經費分配時提出申請再從優補助。 

1. 體能性社團飛鏢社

與美國光電協會成

大學生分會前次會

期中為試辦性社

團，不可參與經費

分配，因承辦人員

失誤列入討論，妥

善溝通後已撤回補

助。 

2. 本年度社團預算校

方先行撥付上半年

157萬 5,000 元，

俟執行情況撥付下

半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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