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學年度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建議案彙整表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軒宿舍自治聯誼會
觀光二蔡昱宸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建軒宿舍自治會並無社團辦
公室或儲物室，許多資料儲存
或物品放置相當不便。

蘭陽校園
主任室

1.建軒及文苑宿舍一樓之 JF102
室及 WF102 室提供宿舍自治聯
誼會使用，請妥善規劃運用。
2.多功能活動中心預計明年完
工，配置有辦公室 2 間、多功
能會議室 1 間及社團辦公室
13 間；社團評鑑結果將會是社
辦分配的主要因素之一，績優
的社團會分配到空間，表現不
佳的社團則無法獲得資源，有
關社團辦公室的分配使用，自
上學期即開始溝通並傳達相
關訊息。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系學會
資創二陳燕瑜

1. 社團經費應補助更多(系
學會僅每年 3,200 元講師
補助，日前申請營隊補助
也僅撥款 3,000 元，希望

蘭陽校園
主任室

可以撥給系學會更多的
錢，使系上推廣活動、舉
辦寒假營隊更加順利，且
回饋宜蘭市民。

1.1 依本校「學生社團活動經費
補助要點」
，社團活動經費以
自籌為主，學校依社團性質
及活動內容酌予補助，使資
源有效運用。
1.2 學生社團經費之申請、審核
（補助標準）及核銷均依上
述要點辦理；如何將補助金
額發揮最大效能，須全體社
員共同思考與努力。
2.器材更新部分預於 12 月份進
行採購。

2. 器材應更充足（蘭陽校園
對講機多數天線損壞、耳
機不堪使用、行動式音響
雜音過多）。
學生會
政經二楊祖蔭

蘭陽校園課外組負責人更換
頻率過高，101 學年度下學期
換了三次課外組負責人，導致
各社團交接問題不斷，資料檔
本的遺漏，社團發展頻頻受
阻，深深危害淡江大學蘭陽校
區的社團等種種權益，身為台

蘭陽校園
主任室

學校十分希望人事穩定，以提升
行政品質及效率；但在職場中，
每個人對工作的認知與付出是
不相同的；以淡水校園來為例，
「下班後」可能就是一個時間、
空間的切割點，但在蘭陽校園，
由於是住宿學院的環境，多數師

灣私校第一，淡江又以社團出

長同仁是無法清楚分割的，且蘭

名，希望學校能多多支持學生
社團，不論精神上、或是實質

陽校園同仁均不是僅負責單一
類別業務，故而有些人員就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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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街舞社（蘭）
觀光二游士宜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上，並體諒課外組負責人，把

適應上的問題；同學們接觸行政

人留住，以讓淡江發展藉由社
團多元學習，培養學生抗壓
性，塑造全人校園為目標。

同仁的部分，只是一個小小的
「面向」，實際上，職場中的層
面是相當多的，我們會尊重各人
的生涯規劃，同時，也希望留住
優秀的員工。

建議多設置幾間多功能舞蹈
教室，蘭陽校園雖相較於淡水
校園的舞蹈性社團少，但練習
地點也僅限於一間教室，因此

蘭陽校園
主任室

常常必須在走廊等等公共場
合練習，希望學校可以多增設
幾間供各社團使用。

1. 多 功 能 活 動 中 心 完 工 啟 用
後，動態性活動均移至活動中
心內進行。
2. 活 動 中 心 內 規 劃 有 韻 律 教
室，二樓社辦外的開放空間也
是大家共用的場域，在有限的
資源中，各社團宜經由溝通、
協調及彼此尊重，讓資源的使
用具有多元性，方能發揮空間
運用最大的效益。多功能活動
中心正式啟用後為 24 小時開
放，如何使用、清潔、維護及
管理，需要同學們發揮自治、
自律的精神並構思。

天文社
物理三張豪

上學年度在擔任天文社社員
時就有觀察到校內在一般時
段(19:00-22:00)，是不太適
合觀星的，使我們社團無法在
正常時段進行社團活動。
天文是一個有趣且教育性質
的科目，若能夠在正常時段進
行社團活動，我想對於推廣天
文教育是件非常有幫助的一
件事情。面臨少子化的衝擊，
未來整體學生人數下降，願意
選擇理科就讀的學生也隨之
減少，學校若能夠推廣天文教
育，並成為學校的特色，我想
是有利而無害的。
校內其實也擁有幾位在天文
領域表現相當出色的老師，對
於推廣天文教育，一定更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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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總務處

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開設有「全
球科技革命」與「自然科學」2
學課程，由理、工學院老師共同
授課。其中「全球科技革命」教
材，編有天文方面資料，歡迎同
學選修。
有關光害及觀星空間，請天文社
提出具體需求，會同課外組、節
能組共同研議可行性。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最近媒體曾報導，因使用過多
的燈源(LED)，造成嚴重的光
害，不僅讓人們無法欣賞美麗
的星空，甚至是對交通安全產
生影響，同時也造成能源不必
要的浪費，若學校能夠重視光
害防制，走在光害防制落實的
前端，對學校來說，可以獲得
美名，也是一種榮耀。
因此希望學校能夠請專業的
光害防治專家，來看看學校的
燈源配置，是否有不必要的浪
費，評估哪些地點，加裝燈罩
能降低光害對星空造成的影
響，並規劃出一個空間可以讓
社團進行觀測，以及讓老師們
進行研究及觀測的地方。更進
一步的是，將天文發展成為學
校的特色之一，在其他學校中
脫穎而出。
光害防制資訊參考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tZ0qq
TfrLrk&desktop_uri=%2
Fwatch%3Fv%3D
tZ0qqTfrLrk&app=desktop
瑜珈社(蘭)
政經二吳宛儒

1. 社團評鑑可否蘭陽校園與 學生事務處
淡水校園分開進行?
（課外組）

1.社團評鑑內含社團年度成果
交流之目的，故合併辦理。本

2. 社團評鑑耗紙量太大，雖
然知道評鑑是為了社團更
好，但學校不是在提倡環
保嗎?
3. 社團填寫「成果報告表」
上傳照片的功能可否直接

學年度舉辦形式建請蘭陽校
園社團取得共識後，提供課外
組規劃參考。
2.本組已於 101 學年度社團評鑑
宣導社團資料電子化，亦鼓勵
社團使用電子檔案供評審查
閱。
3.該功能已由智網通於 11 月 4
日修復完成，已可正常使用。

列印，不用再另外印照片
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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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西洋劍社
企管三荊琳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1. 希望學校可以多開放一些 學生事務處 1.課外組所管理之社團活動場
場地給社團使用。

（課外組）

2. 希望夏天的時候可以開放
活動場地的空調，以維持

總務處

空氣流通。

春暉社

1. 能否訂定出關於旗洞管理 學生事務處

運管三許芝綾

的相關辦法，才不會導致 （課外組）
社團需要掛旗子時不知道
可以向哪個單位申請使
用。地點為海報街、商管
大樓及福園等周圍。
2. 轉學生轉到學校需要花大
量的時間在課業上補足學
分，還需要花時間參加社
團活動，不少轉學生認為
會因此而耽誤到課業，針
對轉學生的部分是否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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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目前僅有學生活動中心、覺
軒花園教室、體育大樓社辦廣
場以及驚聲廣場。以活動中心
為例，扣除各學院週會、體育
課、校內各單位借用(含期
中、期末考試週、考前一週以
及校內外招生考試、各式大型
集會…)，所餘時間均已開放
給各社團辦理晚會、比賽、成
果展以及各系羽球隊借用，並
視活動內容酌情開放至夜
間。體育館社辦廣場狀況亦類
似，使用效能幾已接近極限，
若非外部場地資源投注，恐難
再提供更多場地以供社團使
用。
2.大型活動場地，經申請核可
後，即可供空調，惟體育館
B1~6 樓所需總噸數約為 800
噸，為節省用電量，設計由一
台 400 噸主機運作供應空調，
因此上班期間排、羽球場與 B1
空調不開啟，僅開啟 1~3 樓及
體育館 4、5 樓東西兩側教室
空調，如有特殊需求，請專簽
陳核。
1.請參考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
組法規「淡江大學社團活動海
報、旗幟管理規則」。

2.社團學習與實作「活動參與執
行」除原施行 2 年之「社團認
證」外，已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放「校內單位」認證。
擬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加開「自主團隊」認證，針對
目前尚未完成 3 次參與及 1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次執行的學生(目前大三以上
未完成之學生)進行活動課程
施？
體驗與設計，詳細實施方式，
將於本學期末發信給未修課
通過之學生參考。
建議是否做個全校性調查關 學生事務處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針對「社團
於社團學分這件事，因為社團 （課外組） 認證」之部分，每學年上學期初
學分已經執行第三年了應該
開設「社團認證長教育訓練」
，每
有很多意見是同學們想提出
學年下學期末召開「社團認證長
來和學校溝通的。
座談會」，也歡迎同學隨時上
FACEBOOK：
「淡江 102 學年度社團
相關的減免或是配套措

浩然守護天使志工社
管科三吳怡靜

認證長專區」或 TA 信箱
(tkuexta@gmail.tku.edu.tw)提
出對課程之建議。
華僑同學聯誼會

雖然學校認為開放體育館 1 學生事務處 1.本次出入口更換主要為配合

法文三何瑤芳

樓方便社團同學進出，但也因 （課外組）
節能組置物櫃設置規劃。
為門口位置對外過於開放，也
2.本校本為開放式校園，社辦財
容易使不法份子更容易進出
物與個人財物之保管，應建立
體育館，造成社辦財物威脅。
於良好習慣之養成，私有物品
希望恢復原本 2 樓刷卡門，降
不應置放在公共區域，若置於
低非本校師生任意進出體育
館社辦空間的風險。
總務處

社團辦公室內，應於離開時隨
手鎖門並做好鑰匙管理。
體育館除假日外平日均對外開
放，增加開放1樓出入口，除方
便搭乘紅27接駁車同學進入體
育館外，並於入口處設置學生置
物櫃，提供學生寄存物品，該
處入口設有監視器，且假日設有
門禁刷卡，均可維護門禁安全。

極限舞蹈社
資工四王敬言

體育館社辦廣場地上應該要
清理乾淨，灰塵太多。

總務處

該場地每日由清潔人員清潔整
理，並定期全面打掃及拖拭，於
寒暑假進行清潔打蠟。由於此場
地同學使用頻繁，地板蠟已磨
損，造成容易堆積灰塵，將加強
巡視清潔。

柔道社
運管二劉臻

體育館地下 1 樓武術教室，每
次都找不到電扇遙控器，找到
卻沒有電池。

總務處

與課外活動組協商，將遙控器交
由使用社團各自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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