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學年度第二次社團輔導老師座談會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06月08日（週四）中午12：15。
 地 點：雲起樓101教室
 主持人：柳金財學務長
 出席者：
自治性社團—徐郁倫老師(管理系系學會)、朱浩毅老師(歷史系系學會)、劉容孝
老師(雲來集宿自會、林美寮宿自會、海雲館宿自會)、鄭宏文(學生會、
學生議會)。
服務性社團—劉克強老師代理（心善大使社）、邱雅芬老師（甲上志工服務隊）、
黃秋蓮(胡瀚文平安行宣導社)、莊祿舜老師(紫錐花軍事研究社、旭
星羅浮群)。
康樂性社團—、闕嘉瑜老師（魔術社）。
學術學藝性社團—李淑茹老師（急救社）
、林姳靜老師(太鼓社、攝影社、棒壘社、
撞球社)、盧俊吉老師(中智社)、汪雅婷老師(打擊樂社)、廖高成老
師(愛樂社)。
體育性社團—陳志賢老師（羽球社）、吳良民老師(籃球社)、蔡武雄老師(排球
社)。
 列席者：鄭宏文、徐瑋澤、闕嘉瑜、林姳靜
 請假：蕭麗華老師(中文系系學會)、曾于蓁老師(公事系系學會)、韓傳孝老
師(素食系系學會)、陳一標老師(佛教系系學會)、吳佳瑾老師(心理系系學
會)、陳才老師(傳播系系學會)、游鎮維(外文系系學會)、潘襎(文資系系學
會)、鄭祖邦(社會系系學會)、夏傳儀老師(資應系系學會)、羅光志老師(產



媒系系學會)、戴孟宜老師(經濟系系學會)、陳碩菲老師(未樂系系學會)、
沈珮甄老師(崇青社)、林宛萱老師(心輔社)、釋慧峰老師(三好學社)、羅中
峯老師(社企共同工作室)、王慧茹老師(吉他社)、梁馨科老師(素食研究社)、
呂龍潭老師（美國文化研究社）
、林明昌老師(國樂社)、林晏如老師(樂活養
生社)、黃庭頎老師(字在雅集書法社)、孫以清老師(熱音社)、李利國老師(象
棋社)、張慈薇老師(熱舞社)、蔡明志老師(同人創作社)、楊俊傑老師(電影
社)、林錚老師(我佛你社)、呂萬安老師(武術社)、徐偉庭老師(桌球社、圍
棋社)
記錄：林姳靜

一、主席致詞：
未來校務重點將推動書院教育，規劃一宿舍一書院，宿舍也不再侷限女宿男
宿，日後再將各系分配位置提供予老師。

二、業務報告：
(一)

【重要活動時程辦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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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動申請：10 天前辦理；

(二)

(三)
(四)

2.活動後核銷：2 週內完成；
3.場地借用：1 週前辦理；
4.社團活動服務時數認證申請：2 週前辦理。
【校外活動】基於安全因素，任何社團校外活動請填寫校外活動申請表並
保險，備齊表單上所需附件繳交至課外組備查。此項列入重大管制事項，
且該項目列入校內社團評鑑計分項目，未備查申請者將扣分。
【辦理保險】自本學期起，保險時間須於一週前提供資料予保險公司投保，
因有觸法問題，請同學提早準備。
【各社團經費審核會議紀錄】
學務處網頁：
http://staffair.fgu.edu.tw/3page1/super_pages.php?ID=3page301

(五)

【社團系統】
1.線上系統填寫完活動申請送審後，必須先與承辦人員討論經費，才會開
放活動申請書列印功能；活動申請書之預算表可看到補助來源，請確認經
費來源及執行細節。【核銷格式】活動經費不同，成果格式不同。活動成
果上網: 辦理活動成果報告將公告至專頁，供有興趣之師生瀏覽。
2.一鍵參加社團:學生對於有興趣的社團可至 e 化系統瀏覽後報名，系統

直接連線提供聯絡資訊予各社團。
3.活動預告:社團辦理活動在學務處官網建置專頁提供社團活動資訊公
告。
(六) 【學生自治組織財務狀況專區】學務處網站未來會增設「學生自治組織財
務狀況專區」，會將學生會和各系學會的財務月報上網公告，請大家準時
繳交。
(七) 社團能力養成系列講座
辦理時程
3月1日
3月8日
4月5日

活動名稱

主講者

社團與學務長有約座談會

地點

柳金財學務

75 人

長

期初社團負責人會議
社團幹部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參與人數

楊朝祥老師

66 人
雲起樓

創意活動企劃

賴志宗老師

甲上志工服務隊承辦

101 教室

78 人

5月3日

簡報製作教學

黃至成老師

30 人

5 月 17 日

粉絲頁經營管理

老嘉郡老師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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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攝影技巧教學

駱宏威老師

14 人

(八) 校際交流
1. 5 月 10 日辦理泛太平洋聯盟學生社團簽約儀式，由本校、宜蘭大學、東
華大學、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台東大學共六校進行簽約，地點懷恩
館國際會議廳，各校老師及學生共 95 人參加。
2. 5 月 12 日前往北區十校策略聯盟(八)德霖技術學院「原未覺醒」，共 11
位同學參加。
3. 5 月 23 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教育廳率廣西高校代表，預計共 30 人蒞校交流。
(九) 2017 佛誕在佛光
1. 5 月 3 日至 5 月 10 日辦理佛誕節系列活動，三好學社「心傳」
、美研社「甦
醒 x 蔬醒」、圍棋社「棋蹟」等多項活動於雲起樓中庭同步開場，參加人
次達 200 人。
2. 5 月 10 日辦理佛誕節遊園會，地點雲起樓中庭，共 1800 人參加。
(十) 學務人員教育訓練
1. 4 月 20 日辦理「服務學習規劃、軟實力培養評估指標設計及其成效」講
座，地點雲起樓 320 會議室，共計 20 人參加。
2. 5 月 4 日辦理「服務學習問卷設計及測量」講座，地點雲起樓 402 會議室，
共計 20 人參加。
(十一)海外志工訓練規劃
1. 5 月 16 日辦理日本本栖寺國際志工甄選，地點德香樓 B202，共 15 位報名
參加遴選，最終 8 位同學入選。
2. 5 月 20 日至 21 日辦理凝聚訓練，以提升團隊間合作、溝通、互助、尊重
等能力，地點假靈山寺辦理，17 人參加。
3. 6 月 3 日至 4 日辦理共通課程訓練，邀請師資針對急救知識、性別平等、
志工引導反思、出隊前準備、海外安全與疾病防護及班級經營與臺風訓練
課程，提升服務團隊之服務知能，地點假佛光大學辦理，共 30 人參加。
(十二)重大活動
1. 5 月 26 日辦理北一區大專校院服務學習實務研討會，地點雲起樓 301 會
議室，75 人參加。
2. 4 月 27 日 106 年宜蘭縣政府公開徵選暑期育樂營補助計畫，輔導圍棋社、
甲上志工服務隊、旭星羅浮群、太鼓社等社團申請，經過縣政府初、複審
後，共獲得 4 案 340,000 元的補助，預計於 7-8 月辦理活動，總參加人次
達 180 人。
(十三)獲補助經費
本年度對外申請相關補助共計1,012,000元整，詳如下：
1. 106年度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360,000元。
2. 宜蘭縣 106 年公開徵選暑期育樂營：圍棋社、甲上志工服務隊、旭星羅浮
群、太鼓社共四個營隊，獲得宜蘭縣政府補助 3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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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年寒假教育優先區：獲教育部補助1案15,000元，獲全聯佩樺基金會補
助1案8,000元，由甲上志工服務隊前往宜蘭大福國小從事服務。
4. 106 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工作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45,000 元。
5. 106 年度廣西海外志工計畫：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1 案 144,000 元，
獲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 1 案 100,000 元，由廣西志工服務隊前
往廣西崇左桐棉鎮中心小學從事服務。

三、提案討論：無。
四、臨時動議：
(一)校內社團評鑑方式：擬改以電子資料為主，社團相關資料已
留存於社團線上系統，搭配各社團一年中成果冊的製作，免去過
多資源浪費。
1.打擊樂社汪老師：贊同。
2.歷史系系學會朱老師：贊同。
(二)增列辦理活動補助經費項目可行性：詳如附件。
1.打擊樂社汪老師：有些社團樂器及專長多元，是否可以單
一專長分別成立社團後申請校外指導老師費用。
回覆：
歡迎成立社團，但人數過少(家教型)之社課獲得補助
機率不高。
2.心善大使社劉老師：本社有美姿美儀、身體保健等多樣課
程，那如何能夠只聘請一位老師？
回覆：
教育部認定校外指導老師應為校外老師，負責帶領、
教學及社團發展，故經費上規範須為同一人。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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