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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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系學會與救國團合作飲品
調製課程，參與學生反映熱
旅遊與旅館管理學 烈，成果良好。希望學校是否
系學會
可以替旅遊系學生聘請數名老
(旅遊二蔡宜瑾) 師，讓學生可以在校內直接學
習，減少往返宜蘭、礁溪的車
程時間。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蘭陽校園
主任室

依本校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
要點，以技藝學習性之社團為
主，每社團聘請一位老師為原
則，每學期至少到校授課 3 次
以上，補助外聘指導老師費為
4,000 元。

蘭翔擊劍社
(旅遊二吳昆諺)

將校內活動(如比賽、晚會、社 蘭陽校園 1.依本校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
團等)補助款項設立「專款專
主任室
助要點作業規定，需要申請
用」
，即學期內初便規劃好各項
經費活動補助的社團，最遲
經費支出之限制額度，並且淡
於每學期開學第一週內提出
水校區及蘭陽校區分別計算，
當學期經費補助申請。
於確立各項活動支出所費之
2.由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召開
後，彙整並公佈給各項活動經
「社團活動經費審查小
費申請人。
組」
，審核社團提出的活動預
例：蘭陽校園所獲之補助款項
算經費，成員為課外活動輔
應分為｢大型活動(如
導組輔導老師、社團指導老
HighTable、校慶、晚會等)專
師、學生會代表、學生議員
用款項｣、「社團活動(如比賽、
代表，社團代表組成，其權
表演、服務學習等)專用款項」
限為審查當學期社團提出之
來分別發放款項，確立完各項
活動（含刊物）經費申請案。
經費申請額度之後應統整成表
3.審查後，課外組送學生事務長
單寄發給各活動及社團負責
核定Î公告Î活動後一週內
人，以使日後在進行活動補助
檢據核銷並附成果報告書
經費申請時能有權宜之依據。
（核銷最後期限依每學期課
外組公告「社團期中、期末
報核日」為準）Î報核資料
審核無誤後由出納組匯款至
社團開立之郵局帳戶。
4.不予補助之活動項目：各社
團迎新、宿營、送舊、校隊、
系內運動或有販售行為之活
動；社員聯誼、聚餐、參觀、
遊覽或娛樂性之活動。

街舞社
(旅遊二何郁庭)

可以延後 CL501 的關閉時間，
常常在表演之前的練習，我們
都會練到比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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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陽校園
主任室

CL501 目前已開放至晚上 12
點，不宜再延長開放時間；若
有需求，可單次申請延長使用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時間。
1.本處考前一週均開放溫書教
室供同學使用，經統計由於
使用者並不踴躍，故仍開放
一間教室。
2.考試週各教室以排考為主，
故不另開放。

系上同學反映考試週與考試前
一週不好尋找唸書的地點，是
否可以請學校在每個館都撥出
一兩間教室供同學唸書。

教務處

學園住宿費過高，住宿生希望
可調整。

學務處
(住輔組)

曾多次與建商溝通討論，尋求
降低住宿費方案，然因建商考
量營運成本問題，致無降價空
間。並因教育部規定住宿費須
分上下學期繳納後，本校須額
外 支 付 18 萬 元 之 利 息 予 建
商，本部分均由本校承擔。雖
鑑於合約無法降低承租費用，
但基於抑制周邊房租以照顧學
生之立場，本校在經費可能負
擔下，已主動將住宿費由每學
年 40,000 元調降為 38,500
元，管理費亦由每學期 3,600
元調降為 3,000 元，所產生之
差額均由本校自行吸收。

一、松濤館宿舍未設置電梯，
於寒暑假開閉館時，造成
許多不便，尤其是住於高
樓層同學，很多家長都反
映為何沒有電梯或其他可
幫助他們搬運行李的措
施!!有人甚至全家出動，
連看起來年紀還小的小朋
學生宿舍自治會
友也在幫忙提東西。
(法文二 A 段心亞) 二、宿舍內竟會有不明男子出
沒，突顯宿舍的安全管制
上做的還不夠嚴謹，幸好
未發生任何事，但以後要
又出沒同樣的情況發生
時，會冒出什麼事就不得
而知了。

學務處
(住輔組)

一、依建築法規松濤館為低樓
層建築無需配備電梯；且
如依現有設備加建電梯所
耗成本過高，故暫不考
量。

物理系學會
(應物二范珵勛)

淡江學園宿舍
自治會
(企管四 B 徐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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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讓松濤館女宿有良好住
宿品質及安全生活環境，
修正男賓入館時間修電腦
依規定由住宿生帶領持證
件登記並穿識別背心，入
館時間以 1 小時為限，如
未完成修繕，須先到服務
台報備後再增加時間。男
賓搬運行李時間以 30 分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鐘最多 2 人為限。訪客要
點修訂前，先請服務台值
班人員依申請入館類別控
制時間，打寢電通知該
寢，以防不當逗留。

建議寒假期間女宿開放時間能
學務處
延長，今年是 1 月 17 日~21 日。 (住輔組)
因為會在寒假期間辦一個五天
吉他社
四夜的營隊，但 17 日~21 日為
(保險三 B 鄭凱文)
選課時間，所以我們延至 21 日
後，但學校 21 日後全部休息，
女宿也沒辦法住。

由於本學期從 2 月 22 日起開始
全休，故學生宿舍依此時間配
合休館，連同寒假續住生亦需
離館。

希望對服務性社團的補助金可
學務處
以再多一點。
(課外組)
因為寒暑假都需出服務隊，學
校的補助金稍嫌不足，希望能
多增加補助，以減少社費支出。

社團補助來源為教育部補助
款，對於服務補助有一定的額
度比例，課外組會儘量在服務
隊的需求及符合比例的考量下
提高服務隊補助金額，也請服
務隊尋求及爭取校外資源的協
助。

一、教育部補助器材添購，器
材申購之審核能否透明
化，如申請過之器材能否
有審核不過之理由公佈，
及申請機會。

一、本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助
社團器材添購審查會於
10 月 20 日召開，於 11 月
16 日簽核，已於 11 月 17
日公告於課外組網頁說
明。
二、98 學年度社團評鑑籌備小
組規劃新增｢人氣獎」票選
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各社團
竭盡所能宣傳，進而吸引更
多同學前來社團評鑑會場
參觀並認識社團，人氣票選
前三名為高雄校友會、舞蹈
研習社及桃苗校友會，這是
社團積極的宣傳及拉票所
得到的成果。
三、社團評鑑之評分方式除了
在評鑑前會召開說明會直
接向所有社團說明外，另外
也會製成活動手冊供社團

蘭陽志工服務隊
(旅遊二林哲頤)

茶藝社
(中文二 A 林家琦)

二、有關社團評鑑的「人氣獎」
得名方式，性質較接近主
流文化之大社團時希望能
斟酌改善。

三、希望社團評鑑之評分方式
能透明化，並於每次評鑑
結束後公佈分數，以避免
爭議，也使各社團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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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課外組)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改進方式。

回復意見
參考，各社團之評鑑分數亦
公布在本組網頁，各社團負
責人可至本組網頁社團評
鑑專區參閱。
四、每學年舉辦的社辦佈置比
賽，均會訂定評分標準並
將資訊公告於課外組最新
消息中，並由課外組各社
團屬性承辦人擔任評審，
以鼓勵社團用心經營社
團，將社辦妝點成家的感
覺。

四、希望社辦佈置比賽之評分
方式能透明化，並固定評
分方式，列出關於配分的
依據及標準。

建議將 SG1F、2F 的牆壁上多做
設計及變化，讓他人一到 SG 即
可感受到社團的生命力及活
力。（或將此列為一比賽等）。

學務處
(課外組)

配合本校未來將社團必修的政
策，課外組將統一對社辦空間
作一系列規劃。日前已與建築
系、總務處召開協調會，並獲
建築系主任同意為社辦空間做
整體之設計、規劃，請同學拭
目以待。

淡江學園宿舍
活動經費大多與課外組補助項
自治會
目不符，申請補助資源有限。
(企管四 B 徐啟修)

學務處
(課外組)

1.社團活動經費補助項目及金
額依「淡江大學學生社團活
動經費補助要點」中規定，
社團可依公告提出申請；
「不
予補助之活動項目」為各社
團迎新、宿營、送舊、校隊、
系內運動或有販售行為之活
動；社員聯誼、聚餐、參觀、
遊覽或娛樂性之活動。社團
可多舉辦配合教育部政策宣
導活動，補助金額可依專案
審核。
2.由 於 每 學 年 度 社 團 經 費 有
限，指導老師補助金額歷年
來皆為固定金額，若有充裕
經費可考量調整補助金額。

學務處
(課外組)

將專簽處理。

康樂輔導社
(經濟三 B 陳宛伶)

提高老師及活動經費。

古典吉他社
(電機三 C 徐鳴)

水上救生社
(電機三 C 黃浩)

希望可以補助我們的教練辦游
泳證的費用，雖然課外活動組
已經有外聘老師補助(4000 元)
但是我們教練的游泳證要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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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學務處
(課外組)

1.體育館開放全校教職員生入
館 使 用 時 間 為
08:00-22:00，完成社團交接
之負責人可刷卡至晚上 11
時。
2. 2 樓刷卡機時間於每月需校
正乙次，如社團在刷卡時發
現時間不一致可隨時向課外
組提出。

可以增設各社團簡介於淡江首
頁，例如每日ㄧ個社團簡介，
創業研習社
讓社團有機會可以為自己打知
(企管三 C 李宜哲)
名度。

學務處
(課外組)

本校資訊中心已為社團量身設
計社團集中網站 Don O。目前
首要工作，乃鼓勵及輔導社團
用心規劃與經營專屬的網站，
以展示其特色及創意。

期望社團辦公室之鐵櫃可以進
樸毅志工社
行維修或更換，因為鐵櫃的損
(英文二 B 柯筱凡) 壞使得社團用品易於遭竊而不
利於保存。

學務處
(課外組)

社團辦公室內如有器材或是設
備損毀，都可以至課外組提出
修繕或是洽詢是否有閒置財產
可供汰換。

康樂輔導社
在社團辦公室的橫條走道也加
(經濟三 B 陳宛伶) 設攝影機，以防偷竊。

學務處
(課外組)

體育館 1、2 樓及地下 1 樓為社
團公共空間並於各重要出入口
加裝監視器，為培養學生 自
治、自律等公民意識，每年皆
強調社團切勿將個人及社團貴
重物品放於社辦內，社團可以
透過鎖門或是定期排班來管理
社團辦公室。

學務處
(課外組)

因本校戶外場地鄰近各樓館
教室僅開放未使用音響設備之
活動使用，以免影響師生上課
及附近居民之安寧。

話一學期要 8000 元，所以有一
半都是教練自己出錢，這樣讓
很多的教練來我們社團教課的
意願都不是很高，而最後則是
拿社費來貼補那 4000 元的空
缺。
康樂輔導社
請學校確實實施體育館開、閉
(經濟三 B 陳宛伶) 館時間。（8:00~23:00）
體育館刷卡機的時間不一致。

國企系學會
(國企三 B 孫莨筑)

由於體育館屬於綜合性大樓，
所以出入的人較為複雜且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一些較有
登山社
價值的物品，保護上就比較
(機電三 B 李孟杰) 難，雖然都強調有價值的東西
儘量不要放在社辦，但如果可
多增設攝影機，對社團來說也
是多一層保護。
建議能多開放校園表演舞台。
例如：蛋捲廣場。蛋捲廣場是
吉他社
一個很棒的表演舞台，氣氛
(保險三 B 鄭凱文)
好、學生也很多，適合坐下來
聽，吃吃午餐也不錯，不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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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一、希望能在游泳館下停車場
增設垃圾桶，方便同學們
丟棄飲料罐、便當盒。避
免有些球隊練習完畢後
收拾器材時隨手棄置垃
圾，造成環境髒亂有損校
風。
二、建議於整個鋼琴房增設空
調裝置，透過空調來控制
濕度與溫度可以更完整的
維持鋼琴品質。

總務處

一、經現場勘察，該區不宜增
設垃圾桶，本組將派員加
強巡檢及清理。

游泳館停車場逢雨必積水，久
久不退。長期的潮濕空氣對社
內鋼琴維護是一大阻力。希望
學校將此多年的積水問題解
決，讓鋼琴社得以提供品質良
好的琴房給同學們使用。

總務處

淹水情形已修繕，目前觀 察
中。

總務處

本組規劃研議中，列入 100 學
年度計畫。

校是否能彈性開放蛋捲廣場…
等場地。

鋼琴社
(應物二范珵勛)

鋼琴社
(應物二范珵勛)

二、鋼琴房增設空調案，請課
外組專案簽核，本組配合
辦理。

游泳館地下室停車場，器材室
於暑假時因颱風造成淹水，日
後已有人員前來維修挖水溝，
羅浮群
但有時若有豪雨發生，仍會有
(會計三 C 陳臻霖) 些許積水，屬於我們社團有竹
子、睡袋等，易受潮物品，有
些已經發霉、損壞，希望能請
學校協助改善，找到積水原因。
學校溜冰場歷史悠久，雖有定
期修補，但每次補的高度不
一，導致社員練習時常跌倒受
傷，又學校設有直排輪課程，
場地不良易造成危險性，此
溜冰社
外，下學期在本校溜冰場主辦
(國企三 A 陳家偉) 淡大盃北區大專院校溜冰競速
競賽，歷年來逾四所大學共襄
盛舉，去年因場地因素導致參
賽選手受傷，希望今年能重整
場地以利比賽進行及練習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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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一、體育館二樓出入口處雨天
時積水情形嚴重，問題已
反映多時，但遲遲未獲得
學生會
改善。
(日文三 B 黃玉珊)
二、校慶過後校內羅馬旗是否
交由課外組管理，請問相
關申請事宜。

總務處

一、入口處積水，本組已進行
研議解決方案，儘速修
繕。

康樂輔導社
恢復在 SG2F 走道的兩處垃圾
(經濟三 B 陳宛伶) 桶。

總務處

體育館 2F 已設 2 處垃圾桶(南
面 2 個樓梯處)，為維護動線順
暢及環境整潔，實不宜於其他
位置再設置。

總務處

意見一、二本組儘速安排 修
繕。

二、校慶後羅馬旗移交課外組
管理，後續管理洽借事
宜，請洽課外組。

體育館 2 樓靠近出入口處垃圾
學生會
桶遭撤除，造成各社團不便以
(日文三 B 黃玉珊)
及廁所環境髒亂。
一、因體育館 B1 新建劍道社場
地，其他武術性社團使用
的場地全部移動，但我們
所使用的柔道場地在位移
時，工人並沒有把場地接
縫處拼裝整齊，導致在練
習時有社員因為踩到接縫
的空隙而受傷。我們曾經
想要自行拼裝整齊，但是
實在很難憑我們的力量去
移動軟墊，希望學校能幫
助改進。
二、因合氣道技法有許多摔
合氣道社
技，劍道場地是木頭地
(企管二 A 葉奕佳)
板，在交界增加軟墊之類
的保護措施，避免不小心
撞到受傷。
三、體育館 B1 的劍道場地那邊
樓梯與電梯為什麼變成劍
道社的獨自使用，要保護
新蓋的場地理所當然，但
希望學校在他們有使用的
時間也能一同開放走道給
其他人能從那邊出入口進
出，電梯與樓梯應該為學
校全體師生的公共財，不
應該為有捐款校友的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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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三，體育館內於東南側、
東北側及西北側尚有 3 座大樓
梯，請同學多加利用。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復單位

回復意見

學習與教
學中心

覺軒教室非排課教室，屬社團
活動空間，社團如需使用，可
向課外組借用投影設備。

權力。

宮燈的覺軒教室建議可增加投
英語會話社
影設備，以利於社團於覺軒教
(會計四 A 陳詩婷)
室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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