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與管理辦法 
103.06.30.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105.06.30 校務會議通過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 98年頒「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二、 教育部 96年函「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三、 臺北市教育局 99年函「臺北市高級中學教師每週任課節數注意事項」 

貳、 目的 

本校學生社團活動以發展學生興趣潛能，訓練學生組織與領導統御能力，鼓

勵學生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培養學生自治自律精神，陶冶學生強健身心為目

的。 

參、 社團類別 

本校學生社團組織分以下三類： 

一、 自治組織：訓練組織與領導統御能力並負責學生自治活動事項。包括學

生班級聯合會、社團聯合會、畢業生聯合會等。 

二、 服務性社團：因應本校特色及未來發展，由學校指定設立之社團，期能

發揚服務精神，回饋學校社會，包括禮兵隊、春暉社、糾察隊、昕晨大

使團、採訪編輯社。 

三、 一般性社團：由學生依規定向學務處提出申請設立，經審查通過後成立。

分為： 

（一） 學藝性社團：提高學術研究，增進生活知能。 

（二） 康樂性社團：調劑休閒生活，促進身心健康。 

（三） 體育性社團：鍛鍊強健體格，學習運動技能。 

其中第一、二類社團組織依其組織章程或各處室相關辦法管理之，本辦

法主要適用於第三類(一般性社團)。 

肆、 一般性社團結社辦法 

一、 成立條件：須經本校學生二十五人以上連署發起，填具「學生社團申請

表」及「社團組織章程草案」，於每年度 4月底前向學生活動組提出申

請，簽請主任、校長核准後，始得自新學年度起正式招收社員。 

二、 社團組織章程應包含：社團名稱、宗旨、社員資格、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社團組織及各組職掌、社團負責人級幹部之任免方法及程序、社團負責

人及幹部之任期、指導老師之聘請、社費的來源及管理、附則-通過及

修改章程之程序。 

三、 遇有下列情形者不准予結社：社團名稱宗旨違反善良風俗或與教育主管

單位所頒法規牴觸者、無社團指導老師者、校內無適當場地者、與原有

社團雷同者。 

四、 新成立之社團經學生活動組陳報核准後，第一年為觀察期，經評鑑核定

成績達甲等以上方可正式成立。 

伍、 社團組織 



一、 社員選社 

（一） 高一二學生於第一學期開學後第一週自行上網依志願填寫社

團代碼，社團經選社作業完畢後，學期中不得申請變更。 

（二） 各社團人數一、二年級合計不得少於 15 人，各年級人數上限，

由各社長經社團聯合會共同協商訂之(校隊性質之社團與特殊

社團不在此限)。 

（三） 社團成員以本校在籍學生為限。每一位學生以參加一個一般性

社團為原則，可加選一個服務性社團。 

（四） 社團徵求新社員，應於每學年開學兩星期內完成。 

二、 轉社作業 

（一） 上學期結束欲申請轉社同學，於每學年下學期開學後一週內，

向學生活動組填具申請單，經雙方社長簽字同意，轉入社團以

缺額未達上限者為限，學生活動組彙整後將於第一堂社團課前

公告。 

（二） 轉社申請經學生活動組審查通過後公核可名單，學期中不另辦

理。 

三、 社團改組 

（一） 社團應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後立即進行改組，選舉

社長、副社長及各重要幹部，於四月底前繳交社團幹部名冊，

並完成職務交接。 

（二） 新任社團幹部須於六月底前繳交新學期活動行事曆、社團學期

預算表。 

四、 社團幹部之資格 

（一） 社團幹部每學年改選一次。各社團應自正式社員中推選前一學

期未曾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擔任幹部。 

（二） 各社團應安排幹部之代理順位。 

五、 社團解散或異動： 

（一） 每學期依社團表現予以評鑑，連續兩學期或相臨兩學年中有兩

學期社團評鑑為丙等者，社團予以撤銷解散。 

（二） 自行解散之社團，須於每年 6月 15日前，向學生活動組提出

申請撤銷登記。 

陸、 社團指導老師 

一、 各社團應聘請指導老師，指導社團活動進行。 社團各項計畫、活動、

評鑑事項均應事前請指導老師參與指導。 

二、 本校社團指導老師依據教育局 96年「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聘任，其資格依教師登記、檢定科目、並得參酌其專長排課。以

延聘校內師長為原則，若有需要外聘時，必須經學務處核准。 

三、 受聘老師應於每次社課出席指導，未能到課須向學生活動組辦理請假手



續。 

四、  辦理社團課時間以外的社團活動，均必須有指導老師或參與活動學

生之家長隨行。指導老師帶領社團參加活動，應負責指導活動期間學生

之安全與紀律，適當處理社團活動期間所遇到之重大意外事件，並儘速

通報學校。 

五、  社團指導老師未經學校核准，不得以該社團名義私下承接活動，或

邀請社團學生表演，如查核屬實，學校得以解聘社團指導老師，不得有

異議。 

柒、 社團經費及財產 

一、 社團活動經費以社員繳交社費為主要來源，收費以每人不超過二千元為

原則。 

二、 非經學校核准，不得假借任何名義向外勸募或接受任何私人或團體的贊

助。 

三、 各社團收支應詳列帳冊，並保存相關發票或收據（收據需蓋有「免使用

統一發票」專用章），於學期中定期向社員公佈，學務處有權對該項經

費監督與查帳。 

捌、 社團課程管理 

一、 社團課定於每學期雙週進行，依該學期公告行事曆為準。 

（一） 社員在社團課時，依本校「學生生活作息時間表暨須知」實施

點名。 

（二） 社課期間，社員未經指導老師允許擅自離開社團者以曠課論。 

（三） 社課期間，若社團幹部點名不確實，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

該社團評鑑平時考核扣一點，並依校規論處。 

二、  社團課應在學校安排之上課地點活動： 

（一） 各社團在指定場地活動應遵守相關規範，並於活動結束後將場

地打掃乾淨並恢復原狀。 

（二） 社團為正式課程，經排定之上課地點該社團有優先使用順位，

若因故需要調整上課地點，應向學活組提出申請通過後始可更

換。 

（三） 社團課上課地點不得作為私人休憩或研習課業之用，亦不能轉

讓其他未經許可之社團使用，並且應隨時保持整齊清潔。 

玖、 社團課後活動管理 

一、 課後練習申請：社團因特殊需求需延長練習時間，需先提出申請 

（一） 課後練習申請：超過申請時間，學活組將不接受申請 

1. 校內→2週前(最遲週一提出申請)。 

2. 校外→3週前(最遲週一提出申請)。 

（二） 每日練習至多到當日 18：00，離開前請確保場地整潔，如經

發現超過時間，或經發現場地未整理就離開，第一次口頭警告，



第二次社團評鑑平時考核扣一點並停止場地使用權一週，第三

次社團評鑑平時考核扣二點並停止場地使用權一個月，第四次

停止場地使用權一學期。 

二、 辦理活動申請 

（一） 各社團每學期辦理（參加）各項 表演活動 或 辦理競賽活動

校內、校外至多各乙次為限（不得上下學期及校內外活動挪用；

不包含寒、暑假），本規定不含學校派出參賽或表演等，若遇

特殊狀況則另案提出申請，核准後方能辦理。 

（二） 活動申請時間：校內活動須於二週前提出申請，校外活動須於

三週前提出申請，逾時不受理申請。 

（三） 社團活動以本校同學為限，並須在校內核准之場地為之，若有

校外人士參與或有校園外之活動，須經核准後方可進行。 

（四） 社團張貼宣傳海報、公告等，在設計上力求明確、美觀，並書

明社團名稱、活動日期、經學務處審查並蓋章後始得至指定地

點張貼。張貼期限二週以內，期限屆滿或活動結束二日內前應

自行撤除。 

（五） 申請活動應繳交資料 

1. 社團活動申請表 

2. 活動企劃書：詳細的活動內容(企劃)、活動時間、活動地點、

所需費用、活動天數、參與該活動的所有人員，該文件隨行

指導(帶隊)老師需簽名確認。          

3. 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若經學校查證，有同學未經家長

確實同意(偽造家長簽名)，該位同學則除取消該次活動外，

並依校規論處，該社團口頭警告，第二次再犯(不論哪一位同

學)則停止該社社團活動及課後學習。 

4. 場地借用申請單。 

5.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場地租借、保險、租車事宜(請附上租車

契約影本)。 

三、 活動場地 

（一） 各社團舉辦活動（包含社團課等所有與社團相關之活動）須借

用本校場地，須一週前向學活組提出申請並辦理相關借用手續，

社團應於核定時間內完成活動，不得拖延逾時，使用完畢將鑰

匙歸還，維護場地清潔，桌椅歸位，門窗鎖好，並確實關掉所

有電源，若有損壞，需賠償及恢復原狀。 

（二） 向學校內外借用之公用物品，向相關單位登記核准者始可借用，

用畢應即歸還。借用物品如有遺失或損壞，借用人應照價賠償。

逾期不還或不予賠償者，依校規論處。 

四、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各社團在校一切課後活動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二） 各社團所定之規章，不得與校規牴觸。 

（三） 各社團經核定之活動時間及場地，學務處保留變更用途之權利，

若因特殊需要，學校得要求學生社團變更場地活動或停止活

動。 

（四） 各社團應確實填寫活動紀錄，學期結束前兩週，應將該學期全

部紀錄彙整做為期末評鑑資料。 

（五） 社團各項活動之準備，宜利用社課及課餘時間。未申請核准不

得利用早自習、午休及上課時間從事社團活動，違反者以校規

論處並列入社團評鑑扣分。 

（六） 舉辦各項活動如須邀請校外人士擔任教練或學術演講，應事先

向學生活動組提出申請，陳校長核准後方可舉行。 

（七） 學期中各社團課程及練習活動應於 18:00前結束，以策安全並

維持校園寧靜。 

（八） 每次段考前二週，除社團課外，其他一切社團活動及課後練習

皆暫停實施。 

壹拾、 社團出版品管理 

社團電子及平面出版品，包含網頁、光碟、簡報、壁報、社團簡介、節

目單、入場券、說明書、報名表、文宣品等，於繕寫送印前一週檢附原

稿，送指導老師及學生活動組審核通過方能付印。印竣後應檢送學生活

動組乙份審核並存查，無誤後方能分發。 

壹拾壹、 社團公共服務 

一、 每學期需以社團名義參與公共服務，參與人數須達全體社員一半以上之

人數，校外基本服務 2小時，校內基本時數 4小時。 

二、 公共服務對象包含育幼院、養老院、鄰里社區等校外機構及校內各處室

行政業務之需求。 

三、 公服結束後，需填寫「社團公共服務認證單」，並附上照片及服務心得。 

四、 未達公服時數者，評鑑成績無法取得評鑑甲等以上（含甲等）之等第。 

壹拾貳、 每年度社團成果發表依相關計畫辦理。 

壹拾參、 社團評鑑依本校「學生社團評鑑辦法」辦理。 

壹拾肆、 以上辦法未盡事宜，依學校相關規定管理之。 

壹、 本辦法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4學年度社團活動 

上學期社團活動 

時間 活動 參與成員 地點 學校指

定 

8月上

旬 

領袖營 高二幹部 校內外  

8月下

旬 

社團嘉年華 （向新生宣導） 高二 活動中心 2 

F 

社團自

主 

開學後 各社團獨立迎新 高一二 社團課 社團自

主 

部分社團跨校聯合迎新    

11月 校慶表演 高二為主 校內  

康輔、熱舞、禮賓、（管樂） 

音樂零距離（吉他 熱音 音創） 

12月 ＊＊感恩季 高一二 校內 社團自

主 管樂 手語  

下學期社團活動 

時間 活動 表演成員 地點  

4-7月 各社團獨立成果發表 高一二 活動中心 2 

F 

社團自

主 

部分社團跨校聯合發表會 高一二  社團自

主 

4-5月 高一小成發 （熱音 熱舞 音創 

吉他） 

高一  社團自

主 

4-5月 體育性社團各式比賽    

5月 社團聯合成果發表會 高一二   

6月 畢業晚會 高一二三 活動中心 2 

F 

畢聯會 

7月 社團送舊 高一送高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