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 101 學年度社團負責人座談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1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三）中午 12 點至 14 時
會議地點：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張校長家宜
紀錄:李意婷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101 年全國社評獲獎社團經驗分享：
經濟系學會、康樂輔導社代表分享（略）
貳、主席致詞：
三位副校長、蘭陽林主任、各位師長、淡水及蘭陽校園的社團夥伴們午
安，今天座談會邀請兩位獲得教育部全國社團評鑑特優及優等的夥伴上台分
享相當有意義也非常值得鼓勵，可惜教育部此獎項只能派三個社團參賽，若
名額更多，淡江社團應有實力抱得更多獎項。
今年是淡江的品德年，品德年的精神是孝順父母、尊敬師長、負責任、
誠實、有紀律，最重要的是要確實落實，希望社團可以配合學校的政策，將
學校要推動的品德年活動，落實到社團活動中。
100 學年度開始推動社團必修課程至今已邁入第 2 年，我們聘請優良師
資並讓學生了解學校的用心，在專業課程外培養學生軟實力，部分社團負責
人同時也扮演 TA 的角色，跟學校共同營造社團課程，將之帶至更好的境界。
淡江過去連續 15 年評比為企業最愛，其中 8 個指標都是私校第一，這都是
學長姐的表現累積而獲得的成果，因此我們更應該維持且提升淡江學生 DNA，
持續保持我們的聲譽。
淡江要培育心靈卓越的人才，在座各位對社團的投入及認真都是楷模，
亦在參與社團過程中學習到專業課程外的能力。如對於學校有任何的問題，
與會師長們都可以給各位答覆。
參、介紹師長(略)
肆、社團業務報告: 詳會議書面資料
報告人-課外活動輔導組江組長夙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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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由發言及問題答覆
社團名稱
(負責人)
電子競技社
數學四
黃皓哲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本社是今年剛創立的社團， 學生事務處
目前並沒有一個在校內可以 柯學務長志恩
合法練習的場地，也無管道
可以申請，加上有些項目需
要團隊合作，必須隊員聚在
一起才能練默契，若找外面

回復意見
詳會議紀錄第 9 頁：學生事務處
柯學務長針對學生提問整體回
復內容。

的網咖，需要付費也造成店
家營運上的麻煩。
希望學校能提供一個每周都
能固定時間練習的場地。
華橋同學聯誼會
德文三
葉小虹

本會有一支境外生醒獅團， 學生事務處
常受邀到校外演出，而演出 柯學務長志恩
表現也相當優異，因此，本
會認為醒獅團給學校帶來很
多的知名度，但一個社團的
良好經營是需要長時間訓練
團員學會打鼓、打鑼、打鈸
和舞獅，購置練習鼓的器材
也需要不少的資金同時也需
要完善的保存，隨著人數的
增加及器材日益老舊損壞，
學校卻無法撥出多餘的經費
補助，場地也有限，也導致
社團活動時間常被附近居民
投訴。我們希望可以繼續為
校爭光，也希望能得到學校
相對的補助，這樣才能有效
的讓練習與演出達到最好的
狀態，謝謝。
然而，僑委會沒有義務承擔
此費用，因為我們是代表淡
江大學演出，而境輔組的經
費也是由學校統一分配，在
我們需求上學校無法提供都
會影響我們練習及表演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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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國際事務副校長給予協助。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質。
國際標準舞
研習社
法文三 B
林芳伃

由於經費申請都需要在學期 學生事務處
初時一併申請，但我們的比 柯學務長志恩
賽時間沒有辦法在期初時就
確定，希望可以更改申請時
間至活動前一個月申請就
好。

學校每年提撥 450 萬元經費給學
生社團分配使用，但全校 200 多
個社團，其經費是有限的，我們
希望將經費全部用在社團，因此
在審查結束後就全部分配完
畢，不會保留。
社團活動只要遇見其會發生就
應先於期初申請經費補助，可以
事先做預留，若在一定期限內沒
有辦法完成核銷，則經費才會再
釋出，分給其他社團使用。

德文系學會
德文四
蘇怡婷

系學會舉辦全國性盃賽，希 體育事務處
望使用學校較好的場館，但 體育活動組
學校體育館的租借費用實在 陳組長逸政
太高，是否可於學生使用體

體育館的收費標準每學期皆會
召開會議進行修正。
而收費問題每一年皆有同學提
出，但體育館的管理及維修費用

育館舉辦活動時給予租借費
用減免。
吉他社
中文三 A
吳哲瑜

吉他社舉辦之金韶獎已走向 體育事務處
全國的規模，希望能使用體 體育活動組
育館 7 樓，但體育館租借費 陳組長逸政
用實在太高，學校有好的場
地，我們卻無法使用，懇請
學校能減免體育館的租借
費。

也確實很高，除了上課及體育活
動組辦理之活動外，已很少有時
間再讓同學辦活動，因此在飽和
狀態下，館內的耗損也很高。本
校體育館制定收費標準時，也與
其他學校比較過，收費已是較低
的標準，館費收費的調整，會後
會再請高副校長召開會議，討論
是否有調整的空間。

航太系學會
航太三 B
萬柏佃

體育館租借費用過高，學生 體育事務處
辦全國性活動，也可為校爭 體育活動組
光。體育館工作人員費用是 陳組長逸政
否可以不用校外營利單位的
5%來計算，應以校內為主辦
單位計算就好，體育館 7 樓
籃球半場 4 小時 82,000 元，
82,000 元*5%=4,100 元，如
需借用四個時段，

工作費的部分因為學校有規定
工作費不能高於收費的 5%，開啟
體育館 7 樓人力需求如下：行政
人員 1 名、工讀生 5 名，經過試
算後為了滿足工作費的支出，必
須使用最高額的館費，也就是
12,000 元，才能夠勉強支應，否
則體育館請不到工讀生來進行
維護，也有很大的困擾。

4,100*4=16,400 元，是否有
點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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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單車社
電機三 C
王善弘

蘭陽志工服務隊
資訊創新與科技
學系通訊科技組
二年級
吳昶宏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騎 單 車 的 遠 程 活 動 要 辦 保 學生事務處
險，沒辦保險之前活動公文 柯學務長志恩
無法通過，但同學不方便提
早報名，可否有相關因應措
施，如開放當天參與社員簽
名確定其自負安全責任，以
利公文流程順利進行。

因應社團的特殊需求給予行政
流程的變更，學校可以協助及研
擬討論。

本社固定辦理寒暑假服務隊 張校長家宜
活動，在活動中或活動前皆
需支出大量的籌備經費，學
校雖有提供經費補助，但都
是在核銷過後才能撥款，這

研擬提撥部分經費進行預先支
應。

規範很不利社團服務活動的
進行，因為大量經費都需要
於由社團先行支出，是否有
其他管道可以讓我們先行預
支經費的補助。
畢業生籌備會
國企四 B
鄭至捷

有 鑒 於 許 多 應 屆 畢 業 生 申 學生事務處
訴，在此向學校建議畢業典 柯學務長志恩
禮的問題：大部分同學對於
就讀四年的大學，皆希望能
有參加畢業典禮的機會，無
奈因學校場地不足，導致一
班只有不到 30 人能參加，這
對學生的回憶和權利都有很

學校有考慮到此問題，曾研擬將
畢業典禮移至操場舉辦，但我們
還需要克服雨天備案等問題。但
學務處還是會持續研擬將畢業
典禮場地移往操場所可能面臨
到的現實情形所需克服的問
題，讓所有畢業生可以一起共襄
盛舉。

大的傷害。是否能以讓所有
同學參加為目標，權衡各種
狀況辦理畢業典禮。
E 企諮詢社
會計二 B
陳佳伶

教室設備急待更新及修繕。
1. 有線麥克風時常接觸不
良，造成講師上課斷斷續
續，需花很多時間調整，
影響上課品質。
2. DVD 播放到一半就完全沒
有聲音。

遠距教學發展 1. 若有發現設備損壞時，請同
組
學 撥 打 報 修 專 線 2310 、
季研究助理振
2311，我們將儘速處理。教
忠
室麥克風部分，我們也會儘
量準備兩組以供替換使用。
2. DVD 播放器若無法放映，可使
用電腦做為備用器材，並請

3. 電腦網路速度過慢，導致

儘快通知本組，以利儘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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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影片播放時斷斷續續，無
法順利播放。
請學校重視，因為這不只影 資訊處
響社團，更影響學生上課權 黃資訊長明達
益。

回復意見
行修復。
3. (1)有線網路若有問題請同
學儘速通知資訊處，本校
對外網路頻寬平均只使
用 20%，應不會發生塞車
現象，但因校內有 8000
多個網點，若是內部問
題，資訊處知道後會儘快
通知網路組處理。
(2)無線網路部分，由於全校
一天無線網路使用量約
有三萬多人次，服務人次
多，目前全校無線網路基
地台約有 500 多部，成本
負擔也很大，但資訊處會
陸續更新無線基地台，本
月剛完成商館 3 樓以下的
基電台更新及工館 3、4
樓基地台的加強，後續也
會有更新計畫。
(3)E314 電腦於 96 年購入，
已屬較舊機型，預計明年
進行汰換，未來應不會發
生電腦開機要開一節課
的情形。

資圖系學會
資圖三
曾柏閔

文 學 館 L507 空 調 設 備 老 總務處
舊，夏暖冬涼，電腦投影設 羅總務長孝賢
備常出狀況，有些電腦無法
切換，向系辦反映後雖有維
修人員來檢查，但情況沒有
改善。

將派人前往了解。

魔術社
土木三 A
卓育賢

1. 由 於 本 社 需 要 舞 台 表 學生事務處
演，必然需要大型舞台表 柯學務長志恩
演的道具，而表演道具的
鉅額開銷並非學生所能

1. 詳會議紀錄第 9 頁：學生事
務處柯學務長針對學生提問
整體回復內容。

負擔，希望校方可支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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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部分資金。
2. 表演練習場地上，由於本 張校長家宜
社沒有獨立社辦，但又礙
於魔術表演隱密的特
性，希望爭取獨立練習場
地及大面鏡，像是輔大及
海大等學校，魔術練習都

回復意見

2. 加裝鏡子的部分，只要找出
場地，經 費應該 不是 太困
難。

有獨立而隱蔽的空間，而
本社處於成長階段，因此
祈希學校可以在舞台表
演方面多支援及資助。
詞曲創作社
企管三 C
謝宜靜

目前音樂性社團團練室共有 學生事務處

詳會議紀錄第 9 頁：學生事務處

3 間，其中只有兩間隔音較 柯學務長志恩
好，希望學校能將 SG004 團
練室裝修成一間設備齊全的
空間，提供音樂性社團練習

柯學務長針對學生提問整體回
復內容。

使用，並添購團練室器材提
供大家共用，以減少練習時
常常須搬運樂器，造成器材
壽命耗損。
水上救生社
土木四 A
游宸瑋

觀光系學會兼蘭
陽社團聯盟主席
觀光二

1. 社 團 須 於 游 泳 館 上 社 體育事務處
課，而游泳館水道飽和， 體育活動組
無法讓社團借用，但本社 陳組長逸政
也訓練救生員為學校服
務，是否能請游泳館訂定

1. 游泳館有收費，提供上課、
代表隊訓練及其他開放時
間，全館已經趨於飽和，無
法再提供其他社團進行社
課。

水道分流時間，讓本社也
有機會借用水道。
2. 希望學校聘用救生員之
原則可以透明化，時常發
生少部分救生員占有全
部時段的現象，造成部分
救生員沒有機會為泳池
服務。

2. 救生員招考部分將會進行改
善，以後將會公平、公開、
公正的方式進行，會後體育
處會再會同游泳館進行商
討。

1. 許多社團有辦理下山教 蘭陽校園主任
學的活動，但是學校的交 林主任志鴻

1. 交通車問題是多年來的問
題，我們一直都在協調，但

通車只有星期三及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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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車的使用還是以教學為

社團名稱
(負責人)
李貞毅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五開放預約，交通車預約
牽涉到一般同學也需要
搭乘而設有保留名額，山
路蜿蜒崎嶇較為危險，因
此交通車不足的問題導
致社團在下山教學這部
分感到深切的困擾。

主。而社團及其他同學使用
的部分及其權益，再交給學
生自治會來協調溝通。
2. 明 年 將 會 新 建 多 功 能 體 育
館，目前多功能教室僅有一
間，而學校其他空間已無法
找出大型的活動空間，畢竟

2. 學校已經要蓋體育館，但
在蓋體育館的這一年我
們表演性社團的練習空
間實在不足，表演性社團
沒有鏡子可以練習，這部
分嚴重影響社團練習的
權益和時間。
3. 各學系在發展系學會時
分配的經費不夠，嚴重影

所有的教室空間需以教學為
主，利用其他空間時，場地
是否合適，需再做全面性的
思考。

響到學校正在推廣的博
雅教育及住宿學院的品
質，各社團很願意配合學
校的政策，是否有更好的
目標方向及經費，提供社
團經營發展使用。
新竹苗栗校友會
公共行政學系
二年級
曾彥儒

學校規定考前一週不能進行 教務處
社團活動，但社團想要辦理 葛教務長煥昭
考前讀書會借用教室念書，

社團活動臨時借用教室只要沒
有人使用，申請時先經課外活動
組同意後核准，核准後就可以核

這部分的活動是否可以開放
辦理。
本社這次期中考曾用社長個
人名義輾轉透過系辦成功借
用教室，但也發生以下兩個
問題：
1. 已確定教室借用成功，但
關門的工友阿姨卻表示
他收到的借用單上沒有
這間教室的借用紀錄。

發使用，門禁部分由工友阿姨負
責，沒有太大問題。

2. 使 用 已 成 功 借 用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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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室，而打掃阿姨以考場需
要布置的理由，請我們至
別間教室使用，造成社團
使用不便，是否可以避免
此種情況發生。
會計系學會
會計二 A

因學校政策，系上班級由 3 張校長家宜
班減為 2 班，班上人數增

蘇敬婕

加，系上因此將班級拆成小
班以利課程進行及學習，但 商管學院
一年級升上二年級，從 4 班 邱院長建良
再拆成 3 班，造成合班課程
時間不佳，上課氣氛也不

學校沒有這樣的政策，應該是系
上開課的問題。
將進行了解。

好，是否可以請學校再重新
調整。
商管學會
資管三 B
蘇怡臻

蘭馨大使社
英美語言文化學
系二年級
張豒云

全球政治經濟學
系學會
全球政治經濟學
系二年級
湯綺芳

社團於六、日進行大型活動 體育事務處
籌備時，需將大量器材從體 蕭體育長淑芬

有關電梯延長開放時間，請見會
議手冊第 16 頁回復內容：電梯

育館運至海報街，但因假日
體育館電梯無法使用，導致
大量人力搬運，是否可設立
電梯假日使用申請之辦法。

延長開放依 101 年 1 月 3 日，100
學年度第 1 次社團活動場地協調
會會議決議辦理。
已協調完畢沒有問題，若還有問
題請跟體育事務處反映，再做協
調。

社團沒有統一的制服，每年 蘭陽校園主任
社員需自費購買制服，若有 林主任志鴻
樣式變更又需重新購置，請

學校非常支持，並可以協助社團
製作制服，但若學生要求製服樣
式年年改變，學校也沒有這麼多

問學校是否有好的解決方式
或是仿效淡水校園制服添購
方式辦理。

經費能夠補助，若制服樣式固
定，學校將很樂意幫助。

社 團 想 要 邀 請 名 人 來 校 演 蘭陽校園主任
講，但學校每學期給的經費 林主任志鴻
只有 3,200 元，蘭陽校園較
為偏遠，補助經費已支應講
師的費用，還要負擔講師交
通費用或是支付講師用餐費

學術講座部分可請劉院長評估
是否有相關蘭陽特色經費可以
支應。

用都不夠，學會經費也相當
有限，社團認為辦理好的講
第8頁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座有助於學生身心靈成長，
但要有好的講座就該投入更
多資源，3,200 元真的是太
少了，希望能夠對這樣的活
動提高補助經費。
華麗旋轉國標舞
社

社團時常在煩惱尋找不到適 蘭陽校園主任
合的場地進行表演，表演性 林主任志鴻

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二年級
游筱芳

社團真的很需要一個練習及
表演的場地，而室外場地地
板較為粗糙無法跳舞，是否
能在蘭陽體育館落成前給予
幫助，例如對活動舞台租借

蘭陽校園在經費部分也是有些
許困難。

給予補助，讓活動辦理單位
能使用好一點的舞台，讓社
團有合適的表演空間。
※學生事務處柯學務長針對學生提問整體回復內容：
本次會議各社團負責人提出建議的最大公約數為：場地不足和經費不足
問題，但學校的場地有限、經費也有限，我們必須要面對這樣的現實，並在
其中取得最大潛力的發揮。而學生參與社團應是對自我能力的充實，很多的
成長是來自於個人，在這樣的前提下並不能完全依賴學校的支援。
學務處能夠協助同學們的部分在於行政流程的簡化及因應特殊社團的特
殊需求給予行政流程的變更及研議相關措施。場地部分，會繼續思考是否還
有場地可以提供社團使用，亦需要與其他單位進行深入的協調。至於經費，
還是希望能夠使其達到最大的效益利用。
陸、主席結語
場地及預算都會在有限的資源中符合各位的需求，但場地確實是一個問
題，雖然蘭陽的場地比較空曠，但或許場地還不夠標準，許多社團也希望
可以來淡水校園練習。過去我們也鼓勵兩校園交流，我想學務長可以編一
些交通費，使兩校園間特別需要的社團前往交流，讓蘭陽的社團也有到淡
水的可能並酌予補助交通費，這是比較可以解決的問題。而其他場地空間
還是老問題，希望江組長可以持續整理協調。
今天的會議，每位同學的表達能力都非常好，也很有禮貌，謝謝今天
這麼多的師長陪伴各位度過一個中午，各位負責人只要有問題，相信學務
長及江組長都很樂意為大家解答，每個學期我們也都有面對面的機會。大
家都是希望淡江越來越好，同學們辦活動也越來越順利，祝各位師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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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祝同學學業進步，謝謝。
柒、散會(14：00)
現場書面提交問題：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文苑女宿自治會 1. 後山晚間太吵，希望可以 蘭陽校園主任
資通二
申請安裝消音設備。
室
康程程

2. 希望蘭陽校園可以申請興
建游泳館。
3. 成果報告工作人員名單可
以申請勾選已在通訊錄中
的同學，若非在通訊錄中

體育處
學務處
（課外組）

在進行輸入學號辦法登錄
工作人員資料。

回復意見
宿舍各室隔間一邊為實牆一邊為輕
隔間，於第 1 屆學生入住時即針對
輕隔間的隔音問題請建築師及營造
廠商共同研議並進行了相關的消音
措施；山區夜間安靜，面山區域迴
音相對較大，對於鄰房的談話聲及
他房的較大聲響，建請以勸導方式
降低音量，以維公共生活品質。
考量使用效益問題，目前並無規劃
或建議於蘭陽校園興建游泳館。
本組將評估研議關於本建議案之改
善方式，如實能縮短工作人員登錄
時間，將委請系統工程師協助處
理。

水上活動社
財金二 B
周挺富

我們學校自己有游泳池，而我
們卻無法使用到校內資源，一
直要跑到外面教學，對於社員
造成很多的不便。學校游泳館
是否可以提供適當的時間開
放給社團專用？或是提供單
一水道給社團的學生使用。

體育處

依照游泳館使用管理規則規定，體
育教學、代表隊訓練及專簽由校長
核定許可者優先使用，且為維護辦
證及購買票券人員之使用權益，目
前不提供特定時段或水道供社團專
用。

公行系學會
公行二 B
黃雅琪

關於體育館場地費用我們學
會也希望價格能有彈性空
間，因為明年公行學會也即將
舉辦北政盃，費用的部分對於
系學會也是一筆大開銷，另外
我們有詢問過如果提前佈
置，經費的部分如何計算，體
育組的回應是說早上 6 點或 7
點佈置都是收一樣的費用，希
望這部分也能考慮調整，謝

體育處

1.

謝。

有關場地費用及提前場佈費
用，本處依 101 學年度各類場
地及護備器材借用維護費收費
一覽表第一項：
「本校各場地之
維護費用依借用時段計價，每
1 時段以 4 小時計，…如提前
佈置場地或延長使用至下 1 時
段，則另加 1 個時段收費」及
第四項第十三款：
「體育館各場
可提供借用佈置之時間自
06:00 至 24:00，收費按場地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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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2.

國企系學會
國企三 A
蔡誠中

請問一個社團門禁開卡數量
能否增加？不然每個社團都
只有一張，有時把卡借給組員
假日使用，自己再搭公車欲使
用學生證或悠遊卡不太方

學務處
（課外組）

1.

護費之半價計算。…」規定辦
理。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收費
標準調整會議業已召開，體育
館各場地收費均未因電費上漲
而調漲，維持原價，目前暫無
調降收費之考量。
體育館社團活動空間在平日
08:00~22:00 均免刷卡即可進
出。給予社長門禁權限之目的
僅為提供社團因辦理大型活動
或取用器材等社團公務方便需

便，還要另外填寫社團報告書
開卡，這樣還要多花時間心
力，但會長也是人呀！希望開
卡數量能夠增加，讓學生在假

求之用。
目前體育大樓 2F 門禁開卡數
量已經達到 289 張，本組對於
夜間與假日時段，社團設備財

日進出體育館方便。

產及活動安全等諸多管理問題
亦十分堪慮。
針對填寫學生社團報告書，現
行的方式為：由社長填寫社團
報告書，提出申請後請指導老
師簽名，作為更動門禁之根
據。
核可後建檔存查，即可開通權
限。社團報告書僅須簡要述明

2.

增開或是延長門禁之原由與異
動人姓名、學號，不應至耗費
時間心力。未來也將加強宣導
社團報告書寫作方式，供同學
參考。
統計系學會
統計三 A
林怡君

社團認證有好有壞，好的部分
是確保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壞
的部分是對於社團運作會有
人為了認證才參加活動，但態
度卻不好，導致其他有心的社

學務處
（課外組）

員也被感染，變得很消極。

非常感謝統計系學會之提問，社團
認證是希望每個學生都能有機會加
入社團，並且記錄參與後之活動體
驗；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社團認證
可以讓社團幹部更加體認社團管理
之模式，落實組織管理之目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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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回復單位

以前參與社團的人都是有一
個熱忱的基礎，所以社團認證
到底好不好，希望學校重視這
個問題，或是能有更好的配套
措施。

學生議會
企管三 A
劉書宇

希望校方在實施社團課程化
之後，對於社團經費、活動、
場地與行政制度上給予更多
的補助！另清寒生社費是否
給予補助，及給予身障生參與

回復意見
以，學生參與社團狀況不好時，社
團可以出面阻止或勸說，甚至活動
日誌認證退件)，再者也可請課外組
介入輔導，歡迎社團認證長或幹部
加入 101 年 12 月 26 日(三) 19：
00-21：00 E302「社團認證咖啡館」
之討論。

學務處
（課外組）

1.

一般社團的輔導。

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實施社團
課程化，給予社團相對行政支
援增加：
(1)對於社團經費補助已相對
提高，如社團學輔專款：99 學
年度-2,547,410 元、100 學年
度-3,105,418)。
(2)社團知能研習增加，如辦理
社團知能研習： 99 學年度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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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100 學年度 7 場)。
(3)以時間換取社團場地，100
學年度課外組專聘 1 人，活動
場地部份延至 12 點。
另外社團運作乃自主化之組
織，且符合市場運作機制，目
前並無針對清寒生給予社費上
之補助，因為也有非常多社團
是無須繳交社費，各社團在學
期初即完成社團公開資訊與學
期行事曆規劃，請詳課外組網
頁-社團學習與實作專區-社團
五虎崗協作平台，可供學生作
為選擇。
針對身障生參與社團之情況，
如學生有特別提出，課外組也
將給予參與上之支援，下學年
也將結合校內行政單位推出多
元活動參與認證方案。

社團名稱
(負責人)

建議事項

大地環保工作團 女 宿 在 寒 暑 假 租 借 費 用 過
物理系應物三 高，我們是服務性社團，經費
廖彥綸
本來就不多，每次出隊少則 60
人，多則 100 人以上，希望學
校能降低費用，讓舉辦活動在
經費上可以較寬鬆。

回復單位

回復意見

總務處

本處依各類場地及設備器材借用維
護費收費一覽表-淡水校園宿舍收
費標準辦理。
本校學生社團辦理活動之宿舍住宿
收費標準，係依「淡江大學各類場
地及設備器材借用維護費收費一覽
表」
，松濤館每間(4 人)每天暑假期

財務處

間收費 360 元(含冷氣費)，寒假期
間 280 元，為外借收費 1,200 元之
30%及 23%，學校對學生社團收取之
住宿費僅為水電及清潔費等成本。
保險系學會

學生活動空間非常不足，不知

保險三 A
劉芝瑋

道有沒有辦法來一棟多功能
大樓，以利於各性質社團的需
求，這樣辦活動也不會造成上
課同學的困擾。

外籍同學聯誼會 補充外籍同學聯誼會提案第
化學系材化二 二點（詳 101 學年度社團負責
夏憲斌
人座談會會議手冊第 14 頁）：
雖然教務處課程查詢系統、選
課系統均有英文版本，可是連
接到這些系統的方式，不是每
個外籍生都能了解（如何連接
這些系統的母網頁還是中
文），且個人化入口網頁也只

總務處

學校空間資源有限，儘量協調相關
單位以資源共享方式解決學生活動
空間之需求，或請社團安排至蘭陽
校園辦理活動。

資訊處

有中文，不是每個外籍生都了
解。
淡江的外籍生越來越多，所以
也可以體諒他們的難處，並準
備一個英文的系統。

1.

外籍生可以進入本校英文版網
頁
(http://english.tku.edu.tw
/)，點選「Study in TKU」選
項，選取「Studying at TKU」
之「General Information」，
在「Course Selection」有選
課之說明及進入課程查詢系統
及網路選課系統的連結。

2.

本校英文版網頁內容豐富且多
樣，提供許多實用的資訊，對
外籍生在校園內的生活及學習
非常有幫助，請多加參考利
用。
個人化入口網頁英文化之建議
將提本處業務會議討論適合作
法，感謝同學提供意見。

3.

第 1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