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成功大學 99 學年度第 1次社團審議委員會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09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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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安 

肆、 出席人員：韓世偉、董旭英、陳恒安、張同廟、徐慧玲、林育筠、朱朝煌、吳昌振、 

         沈安柔(請假)、郭昊侖、汪祐豪、陳昱憲、吳宗荃、陳曉芸、蔡明岳、林

德韋、邱霈政、陳妍延、黃資雅、張譽鐘(郭竹育代) 

伍、 列席人員：謝馨瑩(領導力中心)、郝德(國際化中心)、 楊迪凱(服務學習中心)、 

林鈺銘(芸青軒管委)、林允浩(活動中心管委) 

陸、 報告事項： 

一、 確認上次（99.04.15）會議記錄。 

二、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三、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四、 主席報告  

五、 師長致詞 

六、 報告事項 

1. 領導力中心 

2. 國際化中心 

3. 服務學習中心 

4. 一活管理委員會 

5. 二活管理委員會 

柒、 議題討論： 

第一案  

案由：擬於99學年度申請成立試辦性社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共八個社團，計有音響社(環工系三年級吳奉書)、水上活動社(工科系二年級張雅婷)、

武術社(心理系二年級楊期蘭)、布袋戲研究社(資訊系二年級蔡萱尹)、桃園高中校友會

(資源系二年級陳怡安)、旅行社(企管系三年級鄭傑中)、TEDx(心理系三年級陳士峯)、

零貳社(政治系四年級林飛帆)。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於99學年度申請成立系學會、正式性社團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共有一個系學會及十個社團，計有光電工程學系系學會、八卦掌社、中國傳統醫學研究

社、台灣日本學生交流會、如來實證社、軍事研究社、街頭詩人饒舌社、松山高中校友

會、雲林嘉義地區校友會、台南印尼學生聯合會、傳愛社。 

決議：經討論，除八卦掌社、軍事研究社、台南印尼學生聯合會資料未登錄完成，留待下次社

審會再行決議之外，其餘通過。 



第三案 

案由：通過99學年度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通過新聘(改聘)輔導老師名單如下，共十三位： 

社團 單位 指導老師 備註 

1. 音響社 軍訓室 韓世偉教官 新聘 

2. 水上活動社 體育室 黃賢哲老師 新聘 

3. 武術社 體育室 鄭匡佑副教授 新聘 

4. 布袋戲研究社 機械系 蔡南全教授 新聘 

5. 桃園高中校友會 學務處 鄭馨雅老師 新聘 

6. 旅行社 課指組 郭昊侖小姐 新聘 

7. TEDx 工設系 謝孟達副教授 新聘 

8. 零貳社 政治系 王金壽副教授 新聘 

9. 街頭詩人饒舌社 課指組 徐慧玲小姐 改聘 

10. 軍事研究社 軍訓室 歐榕儀教官 改聘 

11. 中國傳統醫學研究社 解剖所 黃步敏教授 改聘 

12. ＴＯ‧拉酷 護理學系柯乃熒副教授 改聘 

13. 聯合中學校友會 課指組 吳昌振先生 改聘 

 

第四案 

案由：通過99年度新聘社團校外教練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通過新聘社團校外教練名單如下，共計六個社團，共八位： 

社團 姓名 備註 

1. 八卦掌社 郭朝順先生 證書 

2. 心理研究社 陳玉芳女士 張老師中心聘書 

3. 國樂社 李香慧女士 高應大社團指導老師等聘書 

4. 中國傳統醫學研究社 

陳俞沛醫師 成大醫學系兼任講師等聘書 

陳乃菁醫師 中國醫學士學位證書 

王金鐸醫師 中國醫學士學位證書 

5. 管弦樂社 張立熠先生 後甲國中聘書 

6. 舞蹈社 蘇若蓁小姐 顧曉蘭舞蹈坊教師契約書 

說明： 

一、 經委員提案就試辦性社團是否可以聘請校外教練做表決，基於輔導社團順利運行的原

則下，以十四票全數通過。 

二、 中國傳統醫學研究社聘請超過一位以上校外教練，經委員決議以「聘請一位以上校外

教練，只要資格符合，就予以聘請」進行表決，以十四票通過。 

 



第五案 

案由：校外教練經費補助名單如說明，提請討論。 

決議：除試辦性社團八卦掌社郭朝順先生不予補助外，共 19 個社團，29 位校外教練，擬 99

年度每位教練每學期補助 3,400 元整。 

NO. 社團 姓名 NO. 社團 姓名 

1. 心理研究社 陳玉芳小姐 2. 柔道社 陳敬昌先生 

3. 濟命學社 謝正彥先生 4. 登山社 李增昌先生 

5. 中國結社 王鶯諭老師 6. 游泳社 李東陽先生 

7. 攝影社 劉永泰先生 8.
劍道社 

李亮樟先生 

9. 泥巴社 官鋒忠先生 10. 潘泰吉先生 

11.象棋社 郭宸銘先生 12.
合氣道研究社 

黃富逸先生 

13.吉他社 劉建志先生 14. 方福建先生 

15.美術社 莊美英老師 16.

中國傳統醫學研究社 

陳俞沛醫師 

17. 蕭旭東老師 18. 陳乃菁醫師 

19.國樂社 史銘燻先生 20. 王金鐸醫師 

21. 李香慧女士 22.

舞蹈社 

張菀凌小姐 

23.管弦樂社 張立熠先生 24. 洪伊蕾小姐 

25.空手道社 謝國城先生 26. 蘇若蓁小姐 

27. 田斯予小姐 28. 李佩珊小姐 

29.國劇研究社 梁冰枏先生  

第六案 

案由：本校社團輔導老師指導費用發給原則，提請討論。 (提案人：朱朝煌) 

決議：本校社團輔導老師不論社團數每學期發給 4,000 元為上限，若輔導之社團聘任校外教練

則其指導費用為 2,000 元，但同時兼任 2個以上社團則可累計至上限 4,000 元。 

第七案 

案由：100 年度社團和系會之經費、社團設備器材預算審核，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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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0,221 $1,255,500   

系會活動經費   $1,912,990 $300,000   

器材經費 
$585,900 

$275,400   

設備費 設備器材費 $310,500 1 萬元以上 

共計業務費 183 萬 900 元整；設備費 31 萬 500 元整。 

捌、 臨時動議： 

案由：擬請制定校外教練聘任與補助要點，提請討論。 

決議：委請朱朝煌委員邀集學生委員研商制定，並於下次會議進行討論。 

玖、 散會 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