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與負責人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至 13：30
主席：陳若琳學務長
記錄：林韋宏
出席：如會議出席簽名
負 責 人－出席率 61%（應到 62 人，實到 38 人，請假 4 人，缺席 20 人）
指導老師－出席率 23%（應到 62 人，實到 14 人，請假 48 人，缺席 0 人）
課 指 組－出席率 100%（應到 8 人，實到 8 人，請假 0 人，缺席 0 人）
地點：進修部地下一樓演講廳
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頒發 108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聘函。
三、 課指組同仁介紹及業務報告(如後附)。
四、 提案討論
本次會議無提案。
五、 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流
提 案 人：宗教系學會會長 盧恩霖同學
案

由：會辦的供電問題。

說

明：會辦半夜 12 點斷電，已多次與課指組討論，協調近 1.5 個月，協

調結果為 110V 的電不斷，220V 的電延續至 2 點。
建議辦法：無
王翠蘭組長回覆：我們確實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此事，基本上插頭 110V 的電
不要斷，冷氣的部分電力可以使用到凌晨 2 點，目前的決議如上述。
田建菁組長回覆：代營繕組回覆，已緊急與營繕組聯繫，營繕組將依學會與
課指組協商的結果去處理。
提 案 人：醫代會會長 黃柏鈞同學
案

由：倬章樓地下室修繕

說

明：

1.地下室因氣窗破裂，下大雨容易造成室內積水(主要是擊劍社社辦、公衛/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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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學會舊會辦一側)且不易退水。
2.天花板層板脫落，易造成危險。
建議辦法：
1.針對地下室空間盡早修繕。
2.將院上閒置空間討論是否能給予各系學會使用，因消防相關法規明令此空間
不得作為長期使用。
田建菁組長回覆：該空間為避難防空的空間，所以東西無法固定放置在該處，
有關空間的維護，會將問題帶回處理屆時將與院秘書討論並請院秘書回覆給
同學。
提 案 人：領科學程學會會長 李泓佑同學
案

由：領科學程學會辦公室申請

說

明：因領科學程學會為較新學程，學會並無任何空間可做開會或相關

作業，希望學校能提供空間供領科學程學會作為開會、處理相關作業以及擺
放學會資產使用，以利學會運作。
建議辦法：提供空間給領科學程學會進行使用。
王翠蘭組長回覆：學校是以院為責任制，院系代會的辦公室會由院系提供，
部分較晚成立的系所皆無學會辦公室，這些都是要整體要考量的，這些要跟
院上反映，課指組樂意一起協助來討論及想辦法，且有些空間不是我們討論
了就可以使用，還要與總務處或是該場地的管理單位一起協商，請同學會後
先找院長一起討論。
田建菁組長回覆：空間的部分還要跟教務處討論，避免部分看似閒置空間教
務處還是有排課程在該教室。
陳若琳學務長回復：同學的提案內容我們也會會辦到各系所，請各系所一起
協助。
提 案 人： 企管系學會會長 洪浩瑜同學
案

由：伯達樓供電問題。

說

明：籌辦營隊期間，冷氣只供應 20:30 電燈也在 23:30 左右就斷電，

開會也只能用地燈，因為悶熱開了窗戶蚊蟲又很多，營隊的籌備期間非常克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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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辦法：希望可以放寬供電時間，經費不足我們也可以提供協助。
王翠蘭組長回覆：樹德及伯達是可以做前端設定的，我們法管社參院的待遇
一致，220V 的電 02:00-06:00 管制無法使用、110V 的電不進行管制，前端
設定再麻煩田組長與營繕組溝通。
提 案 人：學生會會長 黃昱凱同學
案

由：學校經費編列及交流平台使用。

說

明：

1.學校是否有編列費用是供社團學會做修繕使用。
2.是否有平台能讓各系會及社團負責人能直接與總務處的交流平台。
建議辦法：無
王翠蘭組長回覆：系學會的空間為落實以院為責任制，我們這邊無法回答，
僅能記錄並會辦到該系所協助處理；另社團辦公室的維修費用有一些但非常
的少，課指組的經費大部分來自於教育部的補助款，但教育部補助款無法支
應學校基本的修繕工作，請景星助教為大家詳細說明。
蕭景星助教回覆：以器材的部分大概是有 10 萬左右的經費可以使用，那 10
萬大部分的東西都可以維修使用，為校內預算，包含冷氣、電風扇、燈管及
組上供社團學會使用的器材維修都是由這筆錢支應，這筆經費其實並不多所
以皆須以當年的情況去做調整。
提 案 人：社科代會會長 廖彥翔同學
案

由：經濟系學會辦公室冷氣老舊

說

明：經濟系學會辦公室因冷氣老舊滴水導致地板嚴重毀損，並發出味

道踩過還會滲水出來。
建議辦法：學校是否能有相關辦法協助處理。
王翠蘭組長回覆：學校有針對淹水問題進行一個大計畫，但若是因為冷氣滴
水的問題只能找系辦協助處理。
陳若琳學務長回復：各位的問題有些還是可以跟院長及系主任討論看看，系
上若願意協助學會一定也會提供經費上的協助，大家可以去尋求部分校級跟
院級的會議去問看看，學校的部分會做整體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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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人：社科代會會長 廖彥翔同學(針對上一案進行補充)
說

明：目前已向經濟系及社科院報告過此問題，但都是回覆沒有相關的

經費可以協助，目前地板的問題已經超越器材維修的部分，範圍非常的大不
是學生能處理的問題，冷氣可能可以用課指組汰換下來的二手冷氣，院系等
校級單位若都無法處理，那這空間是否已不適合使用。
王翠蘭組長回覆：沒有錢是一件事，不知道怎麼做又是另一件事，所以可以
請系上先寫報修單，先讓學校有些營繕專業的人可以幫忙看一下提供一些修
繕的建議讓大家比較有個方向，就算要去爭取經費也比較知道要花多少錢。
陳若琳學務長回復：大家提出來的問題都要好好的溝通不要生氣，有機會我
也會去找院長們溝通看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六、 散會（下午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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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外組業務報告及作業提醒：

1. 籲請指導老師與社團負責人：輔導與規劃年度系列活動務必以「學習」為核
心元素，協助社團參與同學透過各式活動，體驗「校園內、課室外」學習的
多元價值。
2. 108 學年度學會及社團輔導助教一覽表：
姓名

連絡電話

社團

高聖達

(02)2905-2279

學術性社團

陳彥儒

(02)2905-3079

藝術性社團

陳姵瑾

(02)2905-3095

音樂性社團

黃紹喻

(02)2905-3049

休閒聯誼性社團

蕭景星

(02)2905-3085

體能性社團

林淑君

(02)2905-3004

服務性社團

林韋宏
王子函

學生自治組織
文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教育學院之院代會及系學會
傳播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藝術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法律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管理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信箱帳號*

076612

088800

理工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外語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146582

社會科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醫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126331
134176

民生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織品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139562

(02)2905-2275

學生會(含學生議會、法庭)

145226

(02)2905-3890

進修部之系學會

145503

*註:信箱帳號@mail.fju.edu.tw
3. 本學期場地器材相關注意事項：
(1) 器材借用申請表請於活動申請時，所屬輔導助教蓋完章即可預約。
(2) 器材請於器材領取日四天前(不含活動當日及假日)預約，臨時預約者將
記違規點數 3 點。
(3) 本組管理相關場地線上預約完後，請至課外組完成核可動作。
(4) 本學期利瑪竇和文開樓地下室將進行場地交換，使用期程不定，將另行
公告。
(5) 如需要場地開門，請聯絡以下電話：
焯炤館五點之前，請致電(02)2905-2233(課外組工讀生)
五點之後，請致電 0910-089-302(王伯伯)
進修部地下室五點之前，請致電 0912-488-757(林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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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定經費應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辦理相關核銷程序，否則取消該筆經費
補助。
★本學期經費截止日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期初(末)社大及 10 月底辦理完成之活動，均需在 108.10.31 (四)
16:30 前核銷完畢。
第二階段：全學期所有經費補助核銷截止日為 108.11.29 (五) 16:30。
注意：未如期完成者將被列入違規紀錄，依實際執行狀況減少第二學期補助，若有
疑問請洽各輔導助教。
5. 行政資源利用：請各單位詳讀「課外活動行政資源手冊」
。為確保權益，務請
遵守活動申請、經費申請及核銷之期限，如有異常，務必盡早與輔導助教協
商。
6. 各社團及自治組織負責人應每天查閱其單位信箱的信件及個人電子郵件，避
免延誤時效。
7. 校外活動(例：迎新宿營)務必注意天候、人員及交通安全，並於每日晚間 9 點
前向軍訓室做安全回報。軍訓室電話：(02)2905-2885、0905-298-885。
8. 校內外展演涉及使用明火者，可請教光火藝術社相關安全訊息，該社備有用
火安全自我檢核表，歡迎徵詢使用。
9. 校內活動仍以無酒精飲料為宜，若有特殊原因請務必宣傳酒後不駕車，並妥
善規劃人力，維護同學安全，活動結束全員返家後宜作安全回報。
10. 輔大活動資訊系統請上網查詢校園內各式活動資訊（輔大首頁/學生入口網站/
生活社團/活動資訊系統 http://activity.dsa.fju.edu.tw/ActivityList.jsp）或加入「輔
仁世代」LINE 好友，掌握課指組最新消息。
11. 請各單位加強在社團裡所學專長為主題舉辦活動，創造活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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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學期重要活動資訊：

1. 校慶園遊會暨校友返校日訂於 108 年 12 月 7 日舉行，報名資訊將於 11 月初
由輔導助教轉知各負責人，屆時歡迎各社團學會參與擺攤以及報名動態表演。
2. 「輔大捐血日，捐血拿好禮」：108 年 12 月 17-18 日，等你熱血你和我呼朋
引伴來捐血，三人成行並成功捐血者，將有機會抽到多種大獎喔！
3. 社團人才培訓服務系列講座，歡迎同學揪團一同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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