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學年度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建議案彙整表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希望可增加與校外同性質學
會、飯店、旅行社或是旅遊及
旅館相關產業交流互訪之機
會，由於淡江旅遊系為新設立
旅遊與旅館管理學
之科系，尚未在學界及相關就
系學會
業市場打開知名度，期望能藉
(旅遊二簡均庭)
由校外互訪及參訪的活動增加
系上學生對科系了解，以及奠
定外界對於淡江旅遊系有良好
之印象。

系上已進行相關規劃，將視情
形增加校外人士演講、產學合
作、校外教學及校外實 習 機
會，增加同學與業界之交流。
創業發展
學院

一、請問為了防範 H1N1，宿舍
所裝設的感應式洗手乳之
電池可否由學校補助，現
由宿舍會費支出。
二、學校是否能夠放置一些消
建軒男生宿舍自治
耗 性 零 件 （ 如 電 燈
蘭陽校園
聯誼會
STARTER、螺絲、燈管等等）
主任室
(旅遊二周承逸)
在社團，這樣宿舍自治聯
誼會可以在第一時間解決
宿舍內損壞之物品，而不
用等到校園水電職員上
來，因為往往都要等一陣
子。
一、經費申請期限拉長。

文苑女生宿舍自治 二、宿舍幹部提前回校幫忙時
聯誼會
補助多一點工讀金。
(資創二邱心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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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復意見

一、感應式洗手乳之電池係銷
耗性物品，每個電池使用
時間可達 1 個月左右，耗
費由學校支應。
二、
(一)規劃將燈管、啟動器的換
裝交由學生宿舍自治會
處理，物料領用及管理相
關事宜由宿舍輔導員督
導。
(二)學生宿舍房間內的空調
濾網清洗事宜，將由水電
人員教導拆裝，由各該房
間住宿同學自行清洗。

一、社團活動經費申請皆依照
「淡江大學學生社團活動
經費補助要點」辦理，依
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即
可使社團提早獲得補助。
二、
蘭陽校園
(一)宿舍自治聯誼會的宗旨
主任室
之一為「協助學校管理
宿舍」
，回校幫忙應為服
務同學性質，屬於自主
性的社團活動。
(二)各業務單位之工讀人數
與金額，皆有一定名額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比例與補助標準。

希望有大型活動時，讓蘭陽與
學生會蘭陽秘書團 淡 水 校 園 有 更 多 交 流 的 機 會
(旅遊二白怡婷) （例如：提供交通車、SNG 連
線、交流茶會等等）。

資通系學會
(資通二莊佳倫)

淡水校園的活動可以多舉辦在
蘭陽校園，讓兩校園的師生有
所交流，且達到共享資源的原
則。

資通系學會
(資通二莊佳倫)

社團經常辦大型活動，但缺乏
適合場地，因此學校應興建大
型室內體育館。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
系
希望可以加快體育館的設立。
(資創二施晨萱)
蘭陽桌球社
(資通二吳信德)

淡江合唱團
(材化三高振堯)

學務處
(課外組)

有關蘭陽校園新建體育館案，
學校已開始研議規劃中。

總務處

急需室內體育館。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
請設遊客收費站，以控制遊客
系系學會
出入。
(資創二施晨萱)

蘭陽桌球社
(資通二吳信德)

蘭陽校園
主任室

一、兩個校園活動皆公告於網
站或張貼海報宣傳。
二、全校社團評鑑、淡海同舟
及每學期社團負責人座談
會為促進兩校園社團交流
的最佳時機，請各社團均
能出席參加。
三、鼓勵各社團多舉辦跨校園
大型活動，請依規定提出
申請補助。

場地有潛在危險性，需整修或
改善。

希望文錙音樂廳不要密集排課
排在期中到期末之間，以免造
成很多音樂性社團很難安排成
果發表時間。
希望 12/12~12/27 日聖誕節左
右時間儘量空出時段供音樂性
社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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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陽校園
主任室

蘭陽校園為開放式校園，有利
與社區的戶動，不適合設置收
費站。目前僅開放宿舍大樓 1
樓供遊客參觀，於 23:00 開始
管制。

蘭陽校園
主任室

宜蘭地區天氣多雨潮溼，桌球
區地板經常濕滑，打桌球的時
候，確有滑倒的危險。現已進
行評估改善方案，將儘速處理
地面問題。

文錙藝術
中心

為讓新生認識與應用本校各項
資源，本學期新開設「大學學
習課程」，安排本中心支援 2
小時課程，第一小時於文錙音
樂廳聽取簡報，第二小時實地
參觀展覽廳及海事博物館。本
課程以學生完成 36 小時學生
學習活動為原則，其中由導師
負責上課時數為 10 小時(包含
認識大學與本系 6 小時、大學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生涯規劃 4 小時)，有 21 小時
由各單位支援(包含文錙藝術
中心 2 小時、圖書館 2 小時、
學生學習發展組 1 小時、遠距
距教學發展組 4 小時、諮商輔
導組 12 小時)，其餘 5 小時由
導師規劃學生參加相關活動。
本課程因配合單位甚多，中心
被安排在 12 月 14 日至 27 日兩
週內完成 88 班新生之課程。很
抱歉影響到音樂性社團之演出
需求。下學年度將研究並爭取
更改時段，以減少衝擊。

淡江合唱團
(材化三高振堯)

上學期學校不再開放 V101 給社
團使用，V101 設有鋼琴伴奏設
備，這對音樂性社團有較佳的
練習效果，此外，V101 場地還
可以當作小型表演場地，對於
我們社團常常要支援學校慶典
活動或代表學校出外比賽，需
要非常多的練習時間，及適合
場地和設備。
我們社團也不負學校所望，每
年參加校外各類比賽也都能獲
得不錯的成績，光耀學校。
目前上網查詢，星期一、五第
11~14 節（18:10~22:00）都無
人使用，建請開放社團使用。

第3頁

教育學院

1.V101 自 96 學年度起整修為
「多功能展演廳」，主要以
音樂性、表演性等藝術類課
程教學使用為主，目前由通
識與核心課程中心負責管
理事宜。
2.V101 除排課以外的時間，原
開放社團使用，因社團活動
借用密集，造成多媒體器材
因過度使用而多次故障、損
壞，已嚴重影響教師上課教
學，又本中心維修費用實無
法支應單槍投影機的燈泡
一再耗損之維修及更新費
用（每顆燈泡購價 1 萬多
元，僅 97 學年度即已耗費
約 10 萬元）
。加以本中心無
工讀生及相關經費可於社
團活動時支援及協助管理
工作，因此為維護課程教學
品質及修課學生之權益，本
中心自 98 學年度起不再開
放社團及其他單位活動借
用。
3.97 學年第 2 學期考量淡江合
唱團的特殊需求，仍開放其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團練使用至該學期末。

每星期二晚上為我們社課時
間，懇求體育室可以開放我們
聘請的 2~3 位校外合格教練進
入本校游泳館進行教學，以提
供給學員最好的資源與訓練。
水上救生社
如果需要提供教練的相關資
(保險二 A 陳家彬) 料，我們會全力配合學校行政
作業。
社團經營一定會碰到困難，希
望學校給予協助，必定對社團
活動有加分的作用，更是給予
社團最好的鼓舞與支持。

體育室

一、依規定本校游泳館除教職
員工生、校友及眷屬外並
無對外開放使用，外聘教
練若未具上列身份，無法
辦理游泳證。
二、若有必要聘請校外教練進
行教學活動，水上救生教
學活動已向學員收取學
費，請社團以專簽方式向
學校申請辦理並於活動經
費控管中編列外聘教練入
館游泳證之經費。

體育室

一、操場及灑水系統之整修本
年度已編列經費，預計於
暑假期間進行整修。
二、
(一)整修前請同學於練習時
多多注意自身安全。
(二)整修後請同學建立良好
的場地使用習慣，共同
協助場地之整理與維
護。

體育室

一、羽球場地所需室內空間較
大，故無法大量設置羽球
場地，請同學見諒。
二、本校羽球場地以教學及訓
練為優先使用，其餘時間
皆已開放。

體操社
(公行二 B 王俞涵)

體育室

一、本室相當重視體操社之發
展，近年均在有限之經費
下額外補助體操社訓練及
參賽經費。
二、98 年度已增設體操訓練場
地，並在經費及場地允許
範圍內持續改善體操訓練
環境。

體適能有氧社
由於喜愛運動的人越來越多，
(公行三 A 黃千恩) 希望學校能多建設或開放如同

體育室

本校室內舞蹈教室空間以教學
及訓練優先，其餘場地已全數

一、操場自動灑水系統需要整
修。

橄欖球社
(電機二 C 胡開智)

二、操場土地的整修，不然練
球時受傷的機率較高。

一、羽球場地不足。
羽球社
(航太三 A 陳俊吉) 二、體育館羽球場地開放時間
過少。
練習場地與設備均不足，所能
使用資源有限，希望可以獲得
重視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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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跆拳道社
(化材三 C 賴靖容)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體育館 SG246 教室那樣的空間
以及設備，提供本社於 100 多
人的活動空間，謝謝!!（提供
多一點的時段，例如：星期三
晚上 18:00~22:00 可供本社團
使用）

開放使用，有關建置場地部份
煩請總務處協助回覆。

體育館 B1 需有一台製冰機，因
為武術性社團較多。

製冰機之設置所費不貲，目前
一台製冰機之設置已可滿足需
求，煩請同學移動至體育館 3
樓取用即可。

一、因為我們是＂轉學生＂聯
誼會，其實已經視同為服
務性的社團，鑑於每年轉
學生數千人，是否能請學
轉學生聯誼會
校的哪個單位能做為我們
(英文三 C 蔡佩珊)
的指導單位呢？協助學分
抵免等事宜。
二、學校能否像校友會的模式
一樣提供給我們轉學生名
單呢？

體育室

一、合作事項不甚清楚，建議
直接與本處聯繫，電話:
02-26215656 轉 2369。

教務處

二、如需轉學生資料可向社團
負責單位課外活動組或從
教務處網頁提出申請。

建議能多開放大張桌子的教
室，例如：文館 3 樓。

星相社
(企管三 A 周家卉)

驚聲詩社
(中文碩一張家苑)

回復意見

社團積極參與校外比賽，希望
學校給予支持與鼓勵。

八極拳社
希望可以將社團和系學會的辦
(保險二 A 郭泇吟) 公室分開。
茶藝社
是否可以平均分配社團至聯合
(航太三 B 李博儒) 社辦，而不要出現一個社辦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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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1、文館 3 樓為進學班上課用教
室，為維持上課環境，不宜
開放為社團教室；中文系進
學班之書法課，亦需於 3 樓
的書法教室上課；每學期排
課確定後，均另開放借用。
2、查文館 2 樓社團教室 L204、
L206、L215（均為大張桌子
的教室）社團借用尚未達飽
和狀態，請多加利用。

學務處
(課外組)

學校非常關心、支持及鼓勵社
團的發展及表現，本學期貴社
申請五項社團活動經費申請，
本組亦依貴社所需金額補助，
總金額達$16,000。

學務處
(課外組)

一、社辦每年依近 5 年社團評
鑑積分統計調整，積分高
者安排獨立社辦，其餘安
排聯合社辦。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滿五個社團，旁邊社辦卻只有
三個社團，希望學校能提出一
個公平及兼顧社團運作品質的
方法。

二、社辦安排以同屬性社團同
一間為原則，但無法整數
時則混合編配。
三、每年社團使用辦公室情形
不一，為方便社團運作，
僅會小幅調整。

公行學會
可有獨立社辦。
(公行二 A 孫慕亞)
弦樂社
(工設二賴育暘)

器材室空間不足。

公行學會
簡化公文處理手續。
(公行二 A 孫慕亞)

管樂社
(生化二何文薰)

希望學校能開放戶外的表演場
地。

鋼琴社
(營企二楊子萱)

可開放戶外表演場地。

吉他社
(數統三莊昇達)

希望學校能提供更多的戶外場
地，讓我們能舉辦戶外民歌，
或是成果發表等等活動，而戶
外民歌是吉他社很有傳統的活
動，就是希望帶動音樂風氣，
也期望學校能提供優質的表演
場地。

桃園苗栗地區聯合 可提出各社團得到特優的原因
校友會
以供參考。
(產經三 A 舒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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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復意見

學務處
(課外組)

音樂性器材室(SG130)計有 6
社團放置，依使用情形尚有空
間，建議社團可整理協調再利
用。

學務處
(課外組)

經約談瞭解，同學覺得陳報活
動後之社團成果報告資料而困
擾。
已告知活動成果報告為完整的
活動流程，並為社團薪傳的重
要依據，活動成果報告包括活
動內容及成果、經費來源與金
額、檢討與建議、工作人員名
冊、經費收支報告表及活動集
錦，直接在社團整合系統 操
作，制式化且操作方便，列印
送審即可，建立好資料庫後可
供未來社團接棒者參考查詢。

學務處
(課外組)

一、本校是開放性校園，緊臨
住宅區，依噪音管制條例
規定，不論時間只要是擴
音設備音量超出規定即可
舉發投訴。
二、本校於 97 學年度已接獲
多起環保單位及派出所來
電警告，表示附近居民深
受其擾，請學校務必改
善，否則將受罰，因此，
上學期已公告社團如有使
用擴音設備活動請改至室
內場地舉辦。

學務處
(課外組)

1、為輔導學生社團組織健全發
展，提高社團活動品質，使
本校社團能有互相觀摩的機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會，做好薪傳工作，並對社
團之社務、活動發展狀況及
經費使用狀況做一綜合評
鑑，俾學校資源得以對學生
社團作最有效之支持與運
用，特訂定「學生社團評鑑
要點」。
2、社團評鑑評審標準分為「社
團組織及章程完備與適用
性」
、
「工作計畫與執行」
、
「活
動績效」、「財物管理」、「社
團自評」及「平時評鑑」等
六大類，各佔不同百分比進
行評分，各社團依據評審標
準平時按部就班準備，就能
得到評審委員的青睞。
3、本組亦會在全國社團評鑑期
間安排開放各社團登記前往
會場觀摩各校特優社團的展
示資料。
4、另外亦會在本校聯誼性社團
交流時間安排特優及優等的
社團經驗傳承及資料觀摩。

對於比較小的系學會可有補助
資源。
俄文學會
(俄文二陳顗安)

每學期都須先預估經費細項有
啟明社
些麻煩，例如：比賽之類項目
(中文二 B 張蓓蓓)
很難於期初預估。

極限舞蹈社

一、學校是否可以提供更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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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課外組)

為鼓勵學生積極推動社團 活
動，以達自我成長、回饋社會
及健全社團組織發展，社團經
費以自籌為主，而社團性質及
活動內容符合「社團活動經費
補助要點」將酌予補助，使資
源有效運用。

學務處
(課外組)

由於教育部於校內訪視中提及
有關社團經費補助申請流程問
題，為培養社團制定年度計劃
及年度預算之習慣，於 96 學年
度即開始施行本項規定；建議
社團可先預估該學期經費支出
金額，若有變動亦可於學期中
做經費異動。

學務處

一、本學期場協結果，舞蹈性

社團名稱
(負責人)
(經濟一 C 蘇奕安)

建議事項
合適場地，以便於舞蹈性
社團練習？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課外組)

社團每社團平均每日可使
用 2.64 小時，如仍不足，
可申請延長刷卡續用體育
館社辦廣場空間，亦建議
社團可利用中午或早上時
間練習。
二、依據「淡江大學校外學生
活動安全輔導辦法」第四
條：
「負責舉辦校外學生活
動之人員應遵守下列規
定：…」第三款：
「活動應
有校內專任教職員領隊，
兩天以上之住宿活動並應
檢附家長同意書」
。同學在
外過夜活動應向家人報
備，以免家人擔憂，這也
是孝順的基本表現。

二、校外過夜活動須繳交家長
同意書有疑慮，原因是我
們都成年了，同意書尚無
實質意義。

希望課外組能借 TOYA 給社團
（借隔夜）
，以利夜考或宿營等
活動的進行。因社團辦許多活
國貿學會
動都需使用到 TOYA，若是跟其
(國貿三 B 林盈君) 他單位租借或購買一台，費用
都滿高的。

希望每年的校慶都能讓馬術社
作個小表演，不一定要大型的
障礙表演，如果像入場、舉旗
等活動，可讓馬匹來作入場、
馬術研習社
繞場的動作，來增加生動性與
(公行二 B 袁愛婷)
特別的開場。
不一定只有大型校慶（例如：
50、60 週年）才可辦類似的活
動，希望學校能回應。

實驗劇團
(建築五吳宛倩)

希望網路上可放置最新課外組
老師們開會的時間表，以免白
跑一趟，找不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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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課外組)

學務處
(課外組)

學務處
(課外組)

一、課外組為延續器材使用壽
命，規定貴重器材須當天
借用當天歸還。
二、97 學年度曾開放社團借
出校外過夜使用，但耗損
率太高，尤其是夜烤及宿
營活動，因此本學年恢復
原規定辦理。
一、建議社團可以事先提出活
動企畫，說明表演內容、
場地等等，屆時可於校慶
籌備會提出討論。
二、經向社團瞭解，校內並無
合適場地可讓馬匹安全地
表演。

課外組除了每 2 週之星期二下
午固定召開 TQM 小組會議外，
網頁上也有公告同仁們輪值晚
班的訊息。
同學前來課外組，如果其屬性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社團承辦人不在場，亦可請其
他同仁尋求協助。

社團博覽會位於圖書館前的攤
羽球社
位過於偏僻，而且各社團攤位
(航太三 A 陳俊吉)
的位置標示不明顯。

98 學年度 12~14 系合辦耶誕舞
會，結束時間為 98 年 12 月 25
日零時，活動地點在學生活動
電機學會
中心，活動對象為校內同學，
(電機二 C 洪銘皓) 故希望住宿之女同學得持門票
於凌晨 1 時前可免刷卡進入宿
舍，方便參與淡江耶誕舞會之
同學有一安全之顧。
為何舉辦校內及全校性活動，
申請海報街配電需繳費，而且
學生會
單邊收 4,000 元，雙邊收 9,000
(水環三 B 陳聖致) 元，對於社團來說是一筆很大
的負擔，希望費用可編列至總
務處之年度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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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課外組)

學務處
(住輔組)

總務處

一、今年社團招生博覽會預約
登記攤位的社團多達 120
個，超出往年許多，原定
只規畫海報街兩側及圖書
館前共 110 個攤位，在學
校場地有限的情況下，臨
時規畫圖書館側邊 10 個
攤位。
二、明年我們將規畫同一屬性
之社團分配在同一區域，
且以上一學年度社團評鑑
得獎的社團優先選擇攤
位，以方便新生很快找到
方位，更希望能夠解決社
團前一天漏夜排隊的問
題。
三、如果是屬於學校各類球隊
校隊招生，請透過體育室
事先於社團協調攤位抽籤
前，向本組提出申請，並
提早安排攤位區域，勿事
後自行安插在未規畫區，
而引起其他社團反彈。
經各館輔導員討論結果，為維
護住宿生安全，仍照往常門禁
規定午夜 12 時至凌晨 6 時刷卡
進出。

1.配合各類型活動，本校活動
中心、書卷廣場、驚聲廣場
均設有專用電源提供活動使
用。
2.本處預算有限，除校定之慶
典活動其電源布線由本處支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應外，其餘均由活動單位自
行布線。
3.學生會對於收費有所誤解，
該費用非繳交本處營繕組，
而是經社團委託廠商布線之
施工費用。
4.為免衍生誤解，日後請社團
自行洽商辦理布線事宜。

學校執行先收費撤點的政策，
酌收美食廣場清潔費鼓勵少用
免洗餐具，只要免洗餐具使用
情形明顯改善便停止收費，並
將女宿後方垃圾據點撤銷，暫
停僱請下午原時段回收車，美
食廣場的清潔工費用由店家支
付，廚餘須等到晚上自行拿去
等垃圾車。店家自行購買可回
收玻璃杯與塑膠杯供同學使
用，紙袋部分則是暫時可以使
膳食督導義務工作 用但並不表示校方答應可以使
團
用。請具體說明校方在此政策
(英文三 A 蔡晟綸) 開始後到免洗餐具不再有人使
用時的這段期間內，對美食廣
場各店家收取的清潔費的使用
情形，用在哪裡，做了什麼，
做法如何，成果如何，並準備
清潔費使用的明細單據或存款
納稅証明以提供膳食督導委員
會複印，轉交膳食督導社，後
由淡江時報公開加以說明以利
宣導全校師生少用免洗餐具，
達成公平公開公正化之理想美
好飲食圈環境。
鋼琴社
(營企二楊子萱)

社辦增設空調。

淡江空手道社
(企管二 B 趙謹)
舞蹈研習社

清潔費收費係依據淡江 大 學
98 學年度修訂各項收費標準
會議決議處理。

總務處

總務處

請課外組依程序專簽申請。

希望體育館地下一樓的冷氣開
強一點。

總務處

體育館地下 1 樓非經正式申請
核准外，平常不開放冷氣使
用。

有鏡子的場地不夠，希望體育

總務處

有關社辦廣場是否加裝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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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經濟三 A 陳沛醇) 館地下一樓能加裝鏡子。而且
地下一樓的空調效用不好，空
氣很悶熱，公車站又在旁邊，
廢氣都會跑進室內，可以將社
辦廣場旁的窗戶改裝成一整面
的大鏡子嗎？

請課外組研議整體需求後，依
程序專簽申請。

我們的社團器材室在游泳館地
下停車場旁，從 95 學年度起，
游泳館地下停車場逢雨必淹，
且積水長久不退，我們一直有
跟學校反映，但獲得的答復均
是「正與廠商研擬改善方案
淡江羅浮群
中」
，但始終不見總務處前來關
(資傳二宋狄諺)
切改善。
而我們部份器材經常處於泡水
資深女童軍團
狀態，帳棚則因泡水而發霉、
(運管三 A 江品瑩)
生銹，竹材泡到爛掉，損失的
器材金額數年來已上萬元計，
五虎崗童軍團
造成社團額外的經費支出；因
(資管三 C 蔡依雯)
器材室環境陰暗潮濕，睡袋、
睡墊非常容易發霉，且滋生蚊
蟲嚴重，實在令我們困擾不已。
希望學校嚴肅正視建築物硬體
設備長年來所出現的嚴重瑕疵
問題，並儘快解決。

游泳館地下停車場旁器材室，
本處營繕組同仁多次現場勘察
並研議解決方案，已發現問題
所在，並委請廠商進行修繕，
已於 98 年 10 月 25 日完成改
善。

總務處

一、體育館 B1 場地會漏水。
跆拳道社
(化材三 C 賴靖容)

總務處
二、體育館 B1 隔音不良。

淡江康輔社
(應物三葉日承)

體育館 2 樓門外積水。

星相社
希望教室硬軟體設備能定期檢
(企管三 A 周家卉) 修，例如：麥克風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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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育館 B1 漏水為消防設備
手動閥故障，已於 10 月 23
日修復。
二、體育館 B1 為開放空間，故
無隔音設施。

總務處

經本處現場勘察，已委請石材
廠商改善地坪洩水坡度，預計
11 月底前完成。

學習與教
學中心

一、遠距教學發展組每學期寒
暑假均安排定期保養檢測
教室多媒體設備，每週亦
於教室空堂時間安排檢測
及檢修。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二、如使用多媒體教室設備發
生故障，請撥打維修專
線：校內分機 2310、2311
報修，接獲通知將儘速前
往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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