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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全校社團暨系學會十一月領導人會議 

 

 

 

 

 

 

 

 

 

 

 

 

 

十一月份期初領導人會議 

時間：111年 11月 02 日 12:10至 13:00 

地點：活動中心 三樓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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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通 知 
    社團授課紀錄單(最多 7 張)及老師基本資料(老師資料及身分

證、匯款帳號影本，新聘老師資料務必齊全)，授課紀錄 單參考填寫

日期(9/28、10/05、10/12、10/19、10/26、11/16、 11/23)請自行

調整。  

(由於經費結算時間須提前作業，故上列時間為授課單參考填入時間) 

    並於 11月 30日(三)17:00前繳至課外活動組 謝孟志老師， 請

務必協助配合、逾期不候。  

＊很重要＊ 

請所有社長務必配合提早繳資料，以確保老師權益，感謝社長協助幫

忙。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 謝孟志 0956025903.2202  

注意事項:  

1. 申請老師姓名與匯款帳戶姓名務必要一致，否則無法匯款。  

2. 授課紀錄單老師簽名處請蓋章或簽正楷姓名，筆跡若無法辨識將不列入。  

3. 匯款影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需清楚。  

4. 授課內容填寫請盡量詳細敘述，若上課需求可以圖型表示手繪皆可，並附上 

   課照片。  

5. 若有更換或申請新指導老師，請繳交社團老師聘請申請表，內容需填寫詳

細 

   並附上必要影本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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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因資料不齊無法申請，屆時請社長自行處理老師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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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 

1. 有話大聲說活動預計在 12月中舉辦，相關活動資訊會在學生議會社群

發佈，請各班班代 表、系學會及社團領導人務必出席，若無法參與

者，請派代表出席，以維護自身權益。 

2. 附件 1、附件 2為 111年全年度第二學期企劃書審查要點及經費補 

助活動標準一覽表，請各位領導人在活動企劃及經費撰寫時務必依照

企劃書審查要點及經費補助活動標準一覽表，企劃書繳交時間為 111

年 12 月 01 日中午 12點至 12 月 31 日中午 12點止，活動辦理日

期期間為 112 年 03 月 01 日至 112 年 06 月 11 日止未按照規定

者，將不審議該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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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補助活動標準一覽表 
 

111.06.01課外組修正 
 
 

編號 品項 單位 補助金額 備註 

1 餐費(便當) 個 80~90 用餐時間須達12、18時 

2 餐費(餐盒) 個 40  

3 礦泉水 箱 100~150  

4 鐘點、演講 時 2000 1小時 2000，最高 4000 

5 審查、評審 人  按件計酬(請和課外老師詢問) 

6 交通費(遊覽車) 車、輛 依公司報價 10年內車、需含稅 

7 差旅費 人 客運最高票價 單程計算、火車以車票為主 

8 住宿費 人 依公司報價 嘉義以北(含)，最高1400/人 

9 保險費 人 35(100萬) 可詢問0927531826劉先生確認 

10 租賃費 批、式 依活動需求 燈光音響、鋼架等 

11 全彩海報輸出相片紙 張 220 A1含上膜 

12 全彩海報輸出相片紙 張 130 A2含上膜 

13 彩色影印 張 7 A4(70磅) 

14 黑白影印 張 1 A4(70磅) 

15 彩色輸出布條 條 1000 最高補助1條1000 

16 材料費 批、式 依活動需求 請詳細說明細項 

17 雜支、雜費 批、式 活動補助總經費5% 文具、其他雜項費用請詳列 
 
 

※經費注意事項※ 

請注意，用餐名單須與保險名單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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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企劃書經費補助審查要點 

1. 本次繳交活動企劃書之期限為：111年12月01日中午12點至12月

31日中午12點止，請在期限內上傳至學生會E化系統。 

2. 本次經費申請企劃書之辦理活動日期為 112年03月01日至112年

06月11止，不符合規定將不予與審查予補助。 

3. 活動名稱須完整，不涉及色情、不雅言詞，諧音不可。 

4. 活動日期、時間確實寫出，需附上活動時間流程表。 

5. 活動指導單位、活動主辦單位、活動協辦單位須標示清楚，系學

會指導單位為該主辦系，社團指導單位為課外活動組。 

6. 活動參與對象及人數、活動工作人員人數、活動總人數須標示清

楚。 

7. 活動宗旨(主題、起源)、活動目的(預期效益、期盼目的)、活動

主題(活動玩法)須完整。 

8. 活動經費各項項目名稱、單位須明確，各項目數量、單價、單項

目總額須按照課外組提供經費表格申請，各項目備註須明確寫出

用途。 

9. 活動經費各項目申請經費需標示清楚(學輔經費、學生會補助款、自

籌款項)。 

10. 繳交企劃書之檔案格式為Word檔，如繳交錯誤企劃書檔案格

式，將不審議該 企劃書 。 
 

財務部 

1. 附上九月份財務報表，請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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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部 

＊正修制服日＊ 

活動日期:111 年 11 月 23日 

活動時間:15:00~17:00 

活動地點:海韻之門 

活動介紹:本次活動名稱為：Speak up ! 你的青春你的權益 結合現 

在學生們熟悉的宣傳方式邀請 YouTuber 網紅一起上學吧！ 

讓學生透過這個管道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再麻煩各單 

位領導人多多宣傳本次活動。 

＊學權週-權由你說＊ 

活動日期:111 年 11 月 24日-25日(共二日) 

活動地點:人文廣場 

活動介紹:11月 24 號至 25號新增設置扭蛋機,學生透過寫建議表,貼 

至學權牆來換取扭蛋卷 ,來增加學生們的情緒發洩管道. 

11 月 25號將辦理學權講座，再麻煩各單位領導人多多宣 

傳本次活動且踴躍參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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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社部 

(一) 社團分數申請注意事項 

1. 申請單時間請填寫 24小時制 如下午三點十分為 15點 10分。 

2. 生輔組活動成效表及分數公版請郵寄 csusaclub@gmail.com。 

3. 資料與名稱或內容不符者將退件。 

4. 分數公版持有人欄為 持有人:名字/學號。 

5. 分數申請表所申請的人數要與分數公版人數一樣不可多或少。 

(二) 協助生輔組公告 

   1.由於 110學年度下學期因疫情影響有部分同學保留 110學年下

學期之服務學習分數於本學期補上傳，生輔組規定有保留分數之學生

最後分數上傳時間於 11/05日，請各社團系學會至學生會系社部各社

團分數放置區領取截至目前已審核通過分數並通知及發放給同學，不

可將分數保留至期末才發放。 

(三)社團系學會公告 

   1.社團系學會基本資料彙整表已發至領導人群組，麻煩各社團系

學會領導人在 11/23 日前確認資料並填寫完成傳至學生會系社部信箱 

csusaclub@gmail.com。 

 

mailto:生輔組活動成效表及分數公版請郵寄csusaclub@gmail.com
mailto:csusaclu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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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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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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