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第 3次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7月 1日中午 12時 

開會地點：雲平樓會議室 B   

主席：謝學務長禮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吳承諭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本校「微電影社」經召開期末社員大會，投票通過更改社團名

稱，擬申請更名為「影音創作社」。 

        決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108學年度申請新聘(改聘)指導老師名單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新聘(改聘)指導老師名單如下表： 

編號 性質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備註 

1 藝術性 影音創作社 陳珮臻/行政指導老師 改聘 

2 體育性 梅花拳社 葉冠廷/義務指導老師 新聘 

3 聯誼性 原漾社 美可·嘎佑/行政指導老師 改聘 

    二、申請資料請參閱檔案。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影音創作社」及「文化藝術推廣服務社」擬申請修改組織章程，

提請討論。 

    說明：申請修改組織章程重點及詳細內容如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1）。 

  案由三：「烘焙研究社」、「戰爭研究社」、「阿卡貝拉社」及「古韻重揚

吟唱社」擬申請成立正式社團，提請討論。 

    說明： 

    一、旨揭4社團於108年7月12日申請成立預備社團通過。 

    二、請上開4社團針對運作1年之成果，依序進行10分鐘簡報及3分鐘答詢。 

    決議：照案通過，烘焙研究社為技藝性正式社團，戰爭研究社為體育性正

式社團，阿卡貝拉社為音樂性正式社團，古韻重揚吟唱社為學術性

正式社團。 

  案由四：「智慧能源動力研究社」、「綠能環保築夢社」及「兒少教學新創

服務社」擬申請成為預備社團，提請討論。 

    說明：申請資料請參閱檔案。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本學期查有社團違反「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辦公

室使用管理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辦公室使用管理要點」業於109

年2月19日經社審會通過，並公布實施在案。 

    二、惟查於109年（下同）3月2日溜冰社亂丟垃圾、3月8日國樂社社辦未關

燈及4月16日登山社未經允許使用逃生空間進行攀登練習等，均已違反

上開要點規定。 

    三、然因本要點甫公布實施未久，宣導尚有未盡，為避免學生不黯規定並

獲得緩衝，擬針對上揭違規社團進行口頭告誡，暫不另行懲處。 

    四、建請各學生社團於109學年度起，確實遵守社團辦公室使用要點，並請

課外組落實執行各項規定，以維護所有學生社團使用社團辦公室之權

益。 

    決議：上開違規社團，請課外組開立勸導單張貼於渠等社團辦公室門口，

為期一週，以利所有社員周知；109學年度起，請落實執行社團辦公

室使用管理要點。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13時20分。  



  



         國立中興大學微電影社社團章程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國立中

興大學微電影社」。（以下通

稱「本社」）。 

 

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國立中

興大學影音創作社」。（以下

通稱「本社」）。 

 

社團經由 2020.05.21社員大

會改名 

第四條 

凡對微電影、多媒體、文

藝、編輯、美工有興趣且願

意接受並遵行本章程所載各

事項之本校學，經申請，並

繳納社費，由社長同意核 發

社員證後，為本社社員。  

凡對微電影、多媒體、文

藝、編輯、美工有興趣且願

意接受並遵行本 章 

程所載各事項之本校學生，

經申請，並繳納社費，即為

本社社員 

 

有繳納社費即為社員，不用

發社員證 

第七條 

本社社員之權利為： 

一、 發言權、表決權。 

二、 入社滿兩個月以上，且

實際擔任本社之大型活動幹

部或參與 微電影拍攝活 

動一次以上者，得享有選舉

與被選舉權。 改成皆有 

三、 可按規定之程序借用本

社器材等設備。 

四、 在社期間享有接受選派

並補助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

之權，未 補助者優先考慮。 

五、 其他依法應享有之權。 

 

第七條 

本社社員之權利為： 

一、 發言權、表決權。 

二、 入社即享有選舉與被選

舉權。  

三、 可按規定之程序借用本

社器材等設備。 

四、 在社期間享有接受選派

並補助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

之權 

五、 其他依法應享有之權。 

 

第二點改成入社即享有被選

舉和選舉權 

第四點把補助部分刪除 

第十條 選舉活動經由全社社

員投票之情況下，達相對多

數者即為社長，幹部 則由社

長指定，每屆社長須於學年

第二學期期末考前一月改選

完成。改成表單填報系統關

閉前 

 

第十條 選舉活動經由全社社

員投票之情況下，達相對多

數者即為社長，幹部 則由社

長指定，每屆社長須於表單

填報系統關閉前改選完成。 

 

改選時間在表單填報系統關

閉前 

第十一條 幹部組織架構 一、 社長 〈一〉 負責一切 依照現行幹部組織更改: 

附件 1 



 

一、 社長 〈一〉 負責一切

社務之規劃推動。 〈二〉 

負責年度計畫，有權召開 

會議決定對內或對外一切關

於 經費、活動、人員之調動

組織。 〈三〉 代表本 

社參加對外會議或足以代表

本社之活動。 〈四〉 有權

召開社員大會。 

二、 副社長 〈一〉 負責協

助社長處理社上事務。 

〈二〉 負責會議記錄相關工 

作。 

三、 總務 〈一〉 管理社上

財物及器材保養。 〈二〉 

紀錄社費經費收支。 

〈三〉 負責社上採買物品。 

四、 宣傳 〈一〉 負責粉絲

專頁貼文及管理。 〈二〉 

負責各類宣傳海報、傳單之

製作印製。 〈三〉 佈置社

辦、開會地點及迎新場地。 

〈四〉 校園宣傳活動 

發起。 

五、 文書 〈一〉 負責會

議、活動之照片拍攝、影像

管理建檔及社課記錄。 

〈二〉 協助新社員攝影器材

之使用。 〈三〉 負責社團

社章、文具、書籍刊 

物、影音光碟之管理。 

六、 活動器材 〈一〉 安排

社團出遊、社團聚餐。 

〈二〉 設計迎新等活動之內 

容。 〈三〉 負責廠商接

洽、活動場地及器材之借用

諮詢。 〈四〉 架設器材、

社務之規劃推動。 〈二〉 

負責年度計畫，有權召開 

會議決定對內或對外一切關

於 經費、活動、人員之調動

組織。 〈三〉 代表本 

社參加對外會議或足以代表

本社之活動。 〈四〉 有權

召開社員大會。 

二、 總務 〈一〉 管理社上

財物及器材保養。 〈二〉 

紀錄社費經費收支。三、 文

書 〈一〉 負責會議〈二〉 

負責社團社章、文具、書籍

刊物、影音光碟之管理。 

四、 活動〈一〉 安排社團

出遊、社團聚餐。 〈二〉 

設計迎新等活動之內 

容。 〈三〉 負責廠商接

洽、活動場地及器材之借用

諮詢。  

五、影紀〈一〉負責記錄社

課、活動內容並製作成影片

等方式呈現 

 

1. 將副社長職位刪除 

2. 總務及活動和文書部分職

務刪除 

3. 活動器材職位名稱改為活

動 

4. 新增影紀職位，職務如左

列所述 



活動場地之擺設及復原 

七、 課程 〈一〉 微電影課

程之規劃及講員接洽。 

〈二〉 負責社課內容進度監 

督。 〈三〉 負責聯絡通知

社員社課時間、地點。 

七、影紀〈一〉負責記錄社

課、活動內容並製作成影片

等方式呈現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於 

109.5.21 僅訂。將不合時宜

的條款取消，並改成社員能

接受的規章，已經依照現行

幹部組織進行條列式的規

定。 

依修改日期登記 

 

  



「國立中興大學文化藝術推廣服務社社團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本社社團辦公室位

置於學生活動中心  

第三條：（於 95年 9月社員大

會時修訂通過）：本社社團辦

公室位置於學生活動中心 408 

室 

社辦地點位於學生活動中心 

第四條：凡本校在校學生認

同本社宗旨，並能參與學期

活動者，經填寫入社資料，

成為本社社員。 

 

第四條：凡本校在校學生認同

本社宗旨，並能參與學期活動

者，經填寫入社資料，繳交社

費後，成為本社社員。 

 

無需繳交社費 

第十五條：本社社員大會每

學期一次，於學期結束時舉

行。 

 

第十五條：本社社員大會每學

期兩次，於學期開始及結束時

舉行。 

 

依目前執行情況修正 

第二十條：本社社員無需繳

交社費之義務 

第二十條：本社社員有繳交社

費之義務，社費額度由幹部會

議決議之 

經費來源為學校補助 

第二十三條：本社經費來源

為學校補助及各項贊助。 

 

第二十三條：本社經費來源為

社費、學校補助及各項贊助。 

 

無需繳交社費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經社員

大會通過，送交社團審議委

員會，公告實施之，修訂時

亦同。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經社員大

會通過，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定

後，公告實施之，修訂時亦

同。 

 

由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