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09 月 23 日（一） 

地 點：自強樓 F102 

主 席：學生會學生議會議長 吳思嫻 

紀 錄：學生會學生議會秘書處秘書 楊子緣 



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時間 108 年 09 月 23 日（一） 18：06～20：34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主 席 學生會 學生議會 議長 吳思嫻 

紀 錄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 楊子緣 

出席人員 吳思嫻、何悰恩、李宜臻、蔡子容、魯子維、梁世汾、

陳紓萱、許郁晨、呂昱欣、陳映涵、邱于珊 

列席人員 學生會 會長 何念蓁  

學生會 副會長 葉旖旎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秘書處 副處長 劉品慧 

學生會 行政中心 人資部 部長 李函蒨 

學生會 行政中心 人資部 副部長 黃玥瑄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社務部 部長 吳若薰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公關部 部長 蘇毓涵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設計部 部長 張晏慈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器材部 部長 高子萱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新聞部 部長 陳昱君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新聞部 副部長 賴妍柔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學權部 部長 林聖凱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長 蔡泊沂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劉千綾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謝晴伃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許睿杰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楊子緣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邱筱雯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陳民洸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林子涵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王映婷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羅艾文 

請假人員 翁裴慈、朱巧君、黃永濰、張峻諺、朱殷 



缺席人員 郭晨溦、孫懷寬、劉宜欣 

 

 

壹、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人數：19 人 

請假人數：5 人 

缺席人數：3 人 

出席人數：11 人 

法定人數：9 人 

出 席 率：78% 

貳、主席宣布開會 

現在是 18 時 06 分，主席在此宣布開會。 

參、正副會長報告 

請見附件一。 

肆、學權部報告 

請見附件二。 

伍、秘書處報告 



請見附件三。 

陸、人資部報告 

請見附件四。 

柒、社務部報告 

請見附件五。 

捌、公關部報告 

請見附件六。 

玖、設計部報告 

請見附件七。 

壹拾、財務部報告 

請見附件八。 

壹拾壹、活動部報告 

請見附件九。 

壹拾貳、新聞部報告 



請見附件十。 

壹拾參、器材部報告 

請見附件十一。 

壹拾肆、議長報告 

一、最近你們都有收到一個臉書的讚直線飆升的那個，已經有一百

多個快兩百個讚，然後還有二十幾次的分享的，就是關於我們

日二技停招的發文。然後這個部份我們 9/30 會召開說明會，所

以請大家能來的全部都來，能來的不管秘書還是議員，全部都

來。9/30 15：00～17：00，然後地點應該是在公簡廳，那個部

分會有校長、教務長、三系系主任，然後副校長也會來，很抱

歉沒有事先跟大家說這個停招消息，就是停招說明會消息，因

為這真的太臨時了，然後我自己在籌備的時候也籌備了超級

久，就是我整整跑了校園三天，結果我到現在才有時間跟大家

報告這件事，雖然是整個議會的事情，可是就是這件事應該要

是校方做，結果就丟給我們做。 

二、十二月的時候我們會有一個學權公聽會，這是我的學期規劃，

然後這學期的學權公聽會呢，主要會從我上學期接到現在的學



餐，現在快結案了，這學期學校提出的就是友善用餐空間，學

校這學期也增設兩間攤販，然後八點到下午五點的時候萊爾富

外面是全天開放冷氣的，再來是學權公聽會還有日二技停招

嘛，然後這學期走的學權是服儀，我們走服儀路線，如果四技

有想要跟我們提的也可以。這一學年的我會聯合各系的系會長

跟一些核心幹部，去討論說系主任對系會的滲透，阿其實到目

前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系跟我說，他們覺得系主任完全滲透到系

裡面，所以這部分我應該這一學期會統整系會去做個別詢問，

然後會在下個學期去做正式的報告，因為這個東西，這一學期

忙不過來，資料會不夠準確。 

三、之前在群組裡面有講過，就是我們的會議紀錄，經費相關的，

法規等等的敬呈，輔導老師跟輔導單位全部都刪除了，就是避

免滲透狀況，還有就是學生自治要自主。照片敘述下面那一欄

的話也是輔導老師跟輔導單位都扣掉，你們看到所有簽呈都不

會出現輔導單位跟輔導老師了，有的話就刪掉。 

四、我們現在秘書會邊開會邊做會議紀錄，所以看到秘書拿電腦打

不要吵他們。 

壹拾伍、各項活動召集人工作進度報告 



無 

壹拾陸、各委員會進度報告 

一、 法規委員會：目前就是我們每個月會定期召開我們的法規會

議，會討論法規以及修擬草案。預計至少是一個月開一次，但

是目前是安排十月和十一月份還有兩次會議，然後就是像議長

規定的，之後會在大會上做報告，之後我們修擬草案的相關法

規也會在大會上來報告。然後就是前面九月份有做一次，那今

天想要特別講一下就是，我們法規委員會內部已經開過了一次

會議，那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我們要一起討論、一起看學生

會組織章程，目前我們還沒有開始擬草案，但是之後會再分配

工作，分給下面的議員去做修改，然後修擬完草案之後才會一

起提進常務會議裡面給大家過目。十月份是預計開一些行政中

心組織的方案，十一月份是安排要看學生會費使用及選舉罷免

法，十二月份的時候會把我們修擬的草案提進常務會議，到時

候會寫提案單，一月份就是期末考週。 

二、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我們在十月的時候會做出九月的月支出

表，然後第二次經審暨總務委員會會議，就寫說我們要怎麼寫

出那個月支出表，還有監督財務部的月支出表。我們月支出表



會分配給各委員做，但是我們的主要內容是學期的總支出表，

就是我們只負責學期的總支出表，每個月初我們會跟財務部要

他們每個月的月支出。十一月也是一樣做出十月的月支出表，

還有第三次的經審暨總務委員會會議，十二月的時候會做出

PDCA 表，然後也是一樣監督財務部的月支出以及做出十一月的

月支出。 

三、 學生權益委員會：我們這次想要調查學生宿舍門禁，因為好像

學權部已經有開始在弄了，然後我們就是輔助他們，然後我想

去調查看看其他有五專部的大學，看他們的門禁管理是怎麼

樣。再來就是討論一下問卷的部分，因為那個問題好像會比較

細節一點，所以需要討論一下，這是十月的。十一月的話會發

放問卷跟調查。學生會他們辦的活動 10/23 有世界嘉年華，

11/20 有校園演唱會，然後 12/18 的名人演講，我大概十一月份

會開始催他們。 

壹拾柒、校級代表會報告 

校級代表 吳思嫻：我目前開了申訴評議委員會跟臨時校務會議，然

後臨時校務會議的部分就是日二技停招，申訴評議委員會的部分

呢，就只是我們去開個會，選出召集委員。 



壹拾捌、秘書處行政工作報告 

我們在 9/11 的時候已經有辦過我們的文書訓練，基本上秘書的工作

就是負責會議資料的部分，還有另外就是我們發文的東西，那如果

大家對我們發文的內容，有甚麼希望我們可以再改進的話，我們之

後也會發到群組上，就請大家多看我們的內容，如果說有甚麼建議

想提出來，或有甚麼主題不錯的話也可以推薦給我們。 

壹拾玖、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議長 吳思嫻 

案由：茲訂定《第 19 屆學生會學生議會第三次常務會議召開時間》，敬 

請公決。 

說明：10/22 召開第三次常務會議  

   

提案表決（投票表決過半決）： 

     同意：7 人 

    不同意：0 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貳拾、臨時動議 



無 

貳拾壹、聲明與補述 

無 

貳拾貳、散會 

現在是 20 時 34 分，主席在此宣布散會。 

  



提案一 

提案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08 09 17 

收件 108 09 20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提 案 人 姓名 / 吳思嫻 單位 / 學生議會 職稱 /議長 

連 署 人 何悰恩 

主    旨 茲訂定《第 19屆學生會學生議會第三次常務會議召開時間》,敬請公決。 

提 
 
 
 
案 
 
 
 
本 
 
 
文 

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議會組織法》第十條 學生議會每學

期至少召開二次常務會議,此會議為議會之事務討論,由議長主持召

開,必要時得由議長召開臨時常務會議,或經五分之一(含)以上之議

員連署召開之。 

 

茲請各議員訂定第三次常務會議召開時間。 

提案緣由 

說 明 
 

程序委員會意見 

（提案者勿填） 
 

 



  

圖一、人資部施政報告。 圖二、秘書處施政報告。 

  

圖三、器材部施政報告。 圖四、議長報告。 

  

敬 呈 

會議主席 學生議會秘書長 學生議會議長 學生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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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8：18～18：38 

質詢對象 學生會 會長 何念蓁 

紀錄秘書 楊子緣 

報告 

好，我是 2019 第十九屆學生會會長，那這是我的報告部分。那

我今天分為部門介紹、2019 主題、經營理念還有短中長程，會

為大家做介紹。那部門介紹，我們今年依然是十個部門。那我

們是財務部、設計部、活動部、秘書處、公關部、新聞部、學

權部、人資部、社務部、器材部，那上面是我們包含最近新增

加的一個人數，所以這是總共的人數。然後 2019 年的主題是叢

林自然風格，是今年經過學生核心成員投票出來的主題，並且

活動會依據這主題做一個系列的命名。舉例來說，11 月要辦的

校園演唱會，我們就叫做｢尋藻森音｣，尋，然後藻是文藻的

藻，然後森是森林的森，接著音。那今年的經營理念就是｢壤外

必先安內｣，我們想要先把裡面做好，再去對外。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短中長期目標。短期目標分為三個，第一個，自行開發

校內學權議題，落實學生權益改善與推廣，那我們的學權部也

會自行對校內議題做開發及改善，那我們有三個落實的步驟。 

一、學權部對校內環境作分析及調查， 

二、舉辦校內環境改善與相關論壇 

三、學生代表與校方溝通。那第二點是舉辦多方面校內活動，

增加學生對學生會的關注。就是跳脫傳統活動，並且舉辦更多

與學生生活結合的活動，舉例來說，上學期我們多了一個音樂

祭的活動，就是我們結合公關部的特約商，還有因應每個人想

要的音樂活動，性質活動，搭出來的新的活動。那今年我們也

打算繼續再開發一個新的活動，那我們學權部也會推廣學權及

公共議題相關的活動，活動還會聯合其他多校，舉辦一些校外

或校內結合的活動。那也會舉辦與社團、各系之聯動的活動。

還有我們當然最重要的，公關部與特約商的擺攤活動，也是我

們所謂的市集。第三個就是協助學校學生社團及各學會之間的

活動運作，強化學生會及社團之間的連結。所以我們會協助全

校社團及各系學生會，就是察看他們的活動運作，定時查收社

團信件，遇到問題就會即時反應回訊，扶植社團組織的運作。

第二，與系學會、社團建立群組，也是為了接下來的校務會議

所急需用。第三是與系學會跟社團舉辦大型的活動，就是結

合。中期目標有舉辦各式議題研討，爭取將校務會議出席人數

增加到 2/5。法規以中英雙語呈現，落實外語大學的教育意義。

第一點，培養學生公共參與及社會議題的討論之素養。我們想

到的辦法有： 

第一、舉辦高雄地區學生會聯合公民議題論壇 

第二、舉辦議題徵文活動 

第三、將時事議題帶入校園，讓學生們可以做互相討論的部

分。 

附件一



第二，使學生的意見不再薄弱，更能在會議上佔有一席之地，

就目前現行大學法規規定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數不可以低

於 1/5，將來欲向校方商議提升至五分之二，將學生人數提升，

同時也提升會議上的投票率，保障學生的權益。第三，將法規

及各章程以中英對照方式呈現，和學校的翻譯社合作，將十五

條規程、六條辦法、四條組織章程等法規翻譯成英文，將在校

園內所學習的知識呈現在課外活動上，促進學校的全人教育發

展，畢竟我們也是外語大學，做結合，應該就是大家可以看的

出來特別吧。再來是我們的長期目標，只有一個，強化與他校

學生會的交流，和南區十五個學生會聯合策畫，大型的公共事

務講習或參訪政府相關的單位，同時也可以增進校與校之間的

交流。那接下來是我們未來確定會舉辦的活動，還有日期還沒

有確定的，我們已經有辦完了社彩繽紛，接下來 10 月即將舉辦

的世界嘉年華，11 月的校園演唱會，然後還有未來不確定的是

Peter Su的講座跟名人講座的部分。有問題的嗎？ 

議員質詢 

副議長：我簡單問一下，跟這方面比較沒有關係的是，在場的

就是部長也都在，我是希望你可以加強一下他們對於

在寄信的時候插簽名檔。因為有的就是寄過來了，也

是辛苦做出來的，但是上面都沒有部門也沒有簽名

檔，這樣會有點困擾，就是不知道他們哪個部的。 

 

會長：我們會再落實，因為我們有宣導過了，那我們會再做檢

查的部分，我會請他們做檢查。 

 

副議長：好那我希望在下次常會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就是插這個

簽名檔，謝謝。 

 

議長：首先在一開始是有提到人事這邊的，那我想請問一下為

甚麼學權部這邊沒有副部長？因為新生才剛徵選完的原

因嗎？ 

 

會長：學權部嗎？他們之前就沒有阿。沒有找到適合的人，然

後他們也不好就是讓一個對於學權不了解的人，就讓他

當讓副部長。 

 

議長：所以你們未來會有打算再新增副部長嗎？ 

 

會長：就是從新生招的裡面，去看他們執行的能力，然後看他

的能力範圍內能不能當上副部長這個職位。 

 

議長：了解，所以從這學期開始培選。再來是說學權議題這邊

會做自行開發案，目前有預期要開發甚麼學權議題了

嗎？ 

 

副會長：這個我代為回答可以嗎？ 



議長：可以。 

 

副會長：就是我們的學權議題目前有一個確定的是宿舍，那其

他的因為我們之前還要社彩繽紛，沒辦法開正式的部

內會，所以我們要等部內會之後，大概這禮拜到下禮

拜之間才會有正式的議題出來。 

 

議長：然後再來的話是說這學期會開始舉辦跟學生生活連結的

活動，就是說是跳脫於傳統活動，可是就我剛剛看的世

界文化嘉年華跟社彩繽紛，然後演唱會等等的都是過去

就有的活動，那預計要創新的活動是會長甚麼樣子，有

預期嗎？ 

 

會長：跟之前一樣，下學期依然會有音樂祭的部分，那這學期

的部分還在探討，因為畢竟剛開學沒多久，我們的部員

之前都在跑社彩繽紛的部分，活動部也還沒有開部內

會，所以他們還在作探討，因為他們也有招新的人，他

們這次招的兩個人是要即將給他們負責一個活動，舊的

人都已經有負責新的了，他們這次的活動世界嘉年華的

部分也是以一個創新的方式去舉辦，這一次是結合萬聖

節，之前沒有任何活動是結合萬聖節的部分，對，創新

吧。 

 

議長：所以就是課外活動如果有的話會結合節慶這樣？ 

 

會長：當然以節慶優先，但是也有可能是以不同方式，因為活

動策畫人不是我，但是他們只是告訴我說他們有這個想

法，那以基本上來說就是跳脫傳統。 

 

議長：那剛剛提到的校園演唱會的部分，就是他的，包括整體

活動部這邊提出來的經預表，各部門就提出來了 38 萬，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這樣子看預算下來的話，等於是學

生會費是有很大的負擔，那你們有預算就是要拉贊助，

或者是有其他開源節流方式嗎？ 

 

會長：我們會有請活動的……應該說我們正準備企畫書，我們

有計畫請可口可樂或者是 Red Bull 來學校做串流的部

分，至於節流的部分，我們還沒有開過預算會，所以我

們也還要探討，這可能要等預算會過後，我們再來討論

說如果預算被砍的話，我們需不需要，跟如果真的是經

費不足的話，我們可不可以再去找贊助的部分。 

 

議長：開源節流的話是本來心裡就應該要有個打算說這筆錢應

該要怎麼分配，不過如果說真的要等到預算會的話，那

我也是尊重。那可口可樂那邊的話是會給實際的物品還



是會給財務的方面呢？ 

會長：企劃書還沒有輸送，怎麼會知道他們要甚麼呢？剛剛講

說我們是 prefer 錢，但是如果不行的話，給予物品也是

可以的。 

 

議長：所以你們現在還沒有談好這部分，好。那再來的話我想

要請問一下就是你們剛剛有說到，就是說社團跟系會連

結的活動，那有具體是甚麼了嗎？除了社彩繽紛，歷屆

都有的東西以外，就是跟社團系會連結的活動。 

 

會長：創群組。就先做連結。先做連結才能辦活動，連群組都

沒有，之前以往都是連群組都沒有，怎麼可以跟他們好

好的溝通？ 

 

議長：十八屆的時候已經有社團系會的群組了。 

 

會長：只有幹部，只有社長。 

 

議長：對，現在副社長也有了。所以你們還沒有決定好怎麼跟

社團系會做一起的活動。這樣不太算短程。那接下來你

們說要查看社團系會的運作，那你們已經有講好要怎麼

查看了嗎？ 

 

會長：查看社團運作？ 

 

議長：對阿，剛剛有提到。協助學校學生社團及各系會等之活

動運作。 

 

會長：協助不是查看。 

 

議長：你們剛剛口語是說查看，不過協助也OK，那你們要怎麼

協助呢？ 

 

會長：當然是社團要舉辦活動的時候有任何問題，像經費或者

是說有沒有需要人力的部分，或者是他們在租借上遇到

任何的困難，他只要有問題，向我們反應，我們就會給

予最大的協助跟幫忙。 

 

議長：所以你們不會自己主動地去關心社團系會，而是如果社

團系會遇到問題的時候，他們會被動的接受這些問題的

處理。 

 

會長：你說被動也不太對，畢竟是他們主動向我們問的，我們

提供幫忙是應該的，那主動的部份我們也會由我們社務

部下去探討，但可能還要跟我們社務部還要再商量看

看。 



議長：所以這個部分都還沒有做過討論，那其實被動的意思就

是指你被動的去接受別人的訊息。 

 

副會長：不好意思我可以再補充嗎？ 

 

議長：好。 

 

副會長：就是我覺得協助社團跟系會不一定是要仔細去查看，

像我們提供經費，我們提供社務，也是一種算是協

助，所以要是我們要做甚麼實績，或是文藻有 100 多

個社團，我們沒辦法去每個查看他們要做甚麼，但是

我們社務部跟我們這邊都會努力地去幫他們。就是被

動也好，我們之後可能會主動，但是我們目前規劃就

是，不一定說要主動去幫他們，而是盡力提供最大的

協助這樣子。 

 

議長：好，我們謝謝副會長回答。 

 

副議長：關於增設各系會連結的活動的話，這個其實在之前十

七屆就有先例了，他們在十七屆的時候跟五系有舉行

一個聯合活動，這部分可以請你們回去就是去找之前

的資料來做參考，那我也希望到時候如果說真的有這

個活動的想法了，或者說有一點覺得說你應該要這麼

做的話，那再提上常會跟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報告。這

樣可以嗎？ 

 

會長：好。 

 

議員：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那個世界嘉年華事跟去年的文化

嘉年華是一樣的東西嗎？ 

 

會長：對，他就叫世界文化嘉年華。 

 

議員：阿他那個日期是已經公布給全校了嗎？ 

 

會長：還沒。海報也還沒製作完。我可以跟你們說他們現在進

行的部份是由於活動部的部長，及活動部的幹部們，他

們現在在跟各個系學會或是社團聯繫，因為主要是系學

會還有科的學會他們在做接洽的部分，很多是今天才知

道說，我們要辦這個活動了，那你們有沒有意願要參與

的部分，所以我們內部是已經有訂出時間來了，但海報

跟公告都還沒有出來。 

 

議員：因為我是系學會的，就是可能像去年都是滿趕的。就是

我們可能已經在編整個行事曆上的那些活動，只是文化



嘉年華這個活動一直都還蠻不確定時間的，就是可能在

編排上面一直都蠻困難的。 

 

會長：因為這個學期有個部分比較困難的點是在說，我們每年

邀請系學會來，有的就是我們要辦活動主要目的都是想

要吸引學生，可是有的系學會就，不能指責他們，但是

他們的表現慾望沒有那麼強大，會讓學生覺得說，這個

好像沒有參與的必要，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探討說要不要

舉辦。那今年我們有提出了一個方法就是，我們既然舉

辦了，那我們要如何讓系學會更加的努力去重視這個活

動的部份，去更好的吸引到我們其他的學生。所以我們

今天有開出來一個獎金的部分。 

 

議員：好，謝謝。 

 

副議長：目前有看到你們就是已經提報這個活動的預算，那這

個活動又是辦在十月，根據我們就是要辦活動的這個

企劃流程，至少要在二十天以內將企畫書投遞，如果

說不快一點的話，對於系學會會造成很大的困擾，至

於如果說，那你們多久可以把這個時間給定下來，讓

其他系會可以做準備？ 

 

會長：你要問活動部，不好意思。因為這是活動部主要策畫

的，我們的活動都是由活動部部長跟副部長他們決定時

間跟地點，然後我是負責看他們計畫書的人。 

 

副議長：那活動部今天也沒有來，那還是希望可以就是幫我們

提醒就是一定要做好之後再發給我們。書面的報告的

時候也可以提到這個。 

 

會長：好我會再提醒他們。 

 

議長：剛剛有提說學權這邊要對宿舍進行學權調查，那你們是

想針對宿舍哪一個部分？ 

 

副會長：就是我們這邊會第一個針對的是最新的規定，就是晚

習專科部那個，還有就是宿舍硬體設施的改善，跟一

些舊有制度的，應該會 先做探討，而不會直接去改善

它，我們就是去看周圍殺出來的新規定，硬體，還有

制度，這三個。那細項的話因為我們還沒有部內會所

以我們還要再討論。 

 

議長：那還有說針對校園環境進行分析及調查，就是針對宿舍

部分嗎？ 

 



副會長：像剛剛我們也有提到就是我們還有一個議題還沒有討

論出來，那個就是包含在校園環境裡面，因為基本上

來說，這整個校園的事情都算在校內環境裡面。 

 

議員：我想問一下，你上面提到的短程目標就是期限大概是到

甚麼時候？ 

 

會長：這學期或這兩學期。 

 

議員：有一個實際的目標時間嗎？ 

 

會長：今年，我們十九屆的短期，長期目標的話我們是依照以

往的短中長來做改善跟發展，如果已經執行過的我們就

不會再放在上面。那就是一直延續前面的會長副會長他

們所希望的目標，我們也會再增添上我們的目標，所以

短期目標就是我們十九屆的目標，中期可能就是近三

屆，前後加起來三屆，那長期目標一定舊是一個需要比

較長的時間，但是比較困難的，但就是希望可能在未來

的某一屆他們可以執行到，我們現在就是先打底的部

分。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8：06～18：16 

質詢對象 學生會行政中心 學權部 部長  林聖凱 

紀錄秘書 羅艾文 

報告 大家好我是 2019 學生會學權部的部長，那我們先從學生的申訴

案件開始報告。我們從 2019 年 4 月 16 號之後就沒有新的案件

了。案件傳承的部份我們會在星期三的部內會一次完成。自主開

發案件，就如同剛剛副會長所說的，因為上星期的社彩繽紛所以

沒有開部內會，延到這星期三開。到時候我們會把案件和議題一

起討論出來。第四點活動規劃，我們活動規劃的相關議題是民主

牆，跟上一屆一樣，讓學生去填寫。然後我們想要抽 10 名的抽

獎名額，目前還沒決定，可能會到這禮拜或下禮拜一起決定。暫

定期末考後一週 11/11～11/14，我們會看天氣狀況來改變，以上。 

議員質詢 議員：我想問一下上學期的案件是因為需要解決的時間比較長

還是有什麼問題需要拖到現在才解決嗎？ 

 

學權部：一個是教學評鑑案，根據上一屆承辦人的幹部說他的案

件已經接近結案進度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還沒寄出

結案信。第二個是時數登錄案件，目前進度是以在校務

會議提出了。 

 

議員：在校務會議提出什麼？ 

 

學權部：就提出這件事的相關時數。因為我們想改那個規定可是

由於相關的處室說沒辦法規定，所以我們直接提出到校

務會議。 

 

議長：所以你們是提了還是還沒提？ 

 

學權部：提了。 

 

議長：在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提了？ 

 

學權部：對。 

 

議員：我問一下你預計上學期沒有結案的這些接近結案的議題，

多久可以將這些事情解決掉？ 

附件二



學權部：我們最快希望在這學期末之前提出最快是期中考左右。 

 

議員：這樣會不會有點慢，因為已經接近結案了。 

 

學權部：結案的案件我會盡量在這兩個月內結案。 

 

議員：好。 

 

議長：你們的任期是從 8月 1號開始到 9月 23號所以傳承應該

也告一段落了，那我想請問一下，鄧文龍那裡的話，從上

一屆到目前你們已經處理到什麼地步了？你們的下一步

要怎麼做？還有你們接下來的打算？ 

 

學權部：進度是已經接近結案了，我不確定為什麼上一屆的幹部

沒有寄出結案信，這點我不清楚。 

 

議長：所以上一屆處理到什麼地步你清楚嗎？ 

 

學權部：聽他說是接近結案了。 

 

議長：接近結案是處理到？ 

 

學權部：這我不清楚，因為他說因為部內規定所以不能說。他這

樣告訴我的。 

 

議長：我們現在議員投票一下可不可以讓上一屆的來回答，我們

採聲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們：贊成。 

 

議長：反對請說反對。好那明顯通過。那我想請上一屆回答一下

鄧文龍案件是因為個資問題所以沒辦法公佈嗎？ 

 

學權部上一屆幹部：第一個是因為個資問題，第二個是因為我們

的案件目標是想要對那個老師做懲處，但

是我們有跟教務組、課務組和人事室談過，

就是他們很難真的對老師做出一個實際的

懲處，所以我們後面就把目標改為說能不



能讓教學評鑑的結果放大化。這部分我們

在去年教務會議提過，但是去年已經最後

一次教務會議了，但是那時候我們教務會

議被師長們打槍，之後我們有再準備一些

內容，可是後面就延到期末，然後我們也沒

有什麼閒暇去做這件事。那鄧文龍他的案

件主要是個資也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是

有做入學調查那些比較隱私的部分所以也

沒辦法講出來，如果你們想要一個具體的

結果的話，就是他改變了案件的方向，然後

我們還要繼續處理。那之後這個處理內容

也可能會變成自行開發案的部分還要討

論。 

 

議長：了解。那我想請問一下，你們說有做過調查，原本要在下

一次教務會議提結果是最後一次，那那個東西你們已經

準備好了嗎？因為現在學期應該已經快要開教務會議

了。 

 

學權部：準備好了，我要求大家幹部一定要把資料一至傳上雲端

或傳給我。 

 

議長：那你有過內容嗎？ 

 

學權部：我有提出了但他也不理我，他簡短記錄而已，就是他做

的筆記。 

 

議長：這樣學校案件不會出現斷層嗎？因為他現在已經是學權

部長了還會有個資問題嗎，你們兩個都要做傳承才能繼續

調查不是嗎？我想問一下現在你們的文件說要在教務會

議提出來的案件，你們說預計要提，那你們資料傳承了

沒？還是說有可是你不給？ 

 

學權部：是上屆的幹部不給不是這一屆的。是副會長不給。 

 

議長：她是上一屆的。 

 

學權部：我說上一屆辦理這個案件的幹部。 



議長：所以那你這一屆要怎麼做調查？要從零開始重新調查？ 

 

學權部：沒有我會要求他把他做的部分全部上傳給我。 

 

議長：所以現在就是你會積極地跟他們做要求但是不定會不會

給？ 

 

學權部：我會盡量要求。 

 

議長：好。 

 

議員：我先聲明一下，那個教務會議大概 10月份，10月份就要

開了。你這樣子真的來得及嗎？現在已經 9/23 了喔。 

 

學權部上一屆幹部：不好意思，不知道剛剛內容有沒有清楚你說

的意思，意思是說我們在教務會議上提的

東西是已經改變案件方向的教學評鑑的問

題。你剛提到的是教務會議上要準備好的

資料，跟傳承方面我覺得是不一樣的，傳承

部分我們也會再作檢討，那教務會議上的

東西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議長：教務會議的東西是你們要做學生自主開發案的東西所以

還是要麻煩上一屆跟這一屆趕快做傳承，趕快把資料給一

給，不然不然學全部的自主開發案要重新做調查，這樣可

以嗎？ 

 

學權部：可以。 

 

議長：那接下來還有人想詢問學全部問題嗎？沒有。好那我們就

謝謝學權部。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8：39～18：45 

質詢對象 學生會行政中心 秘書處 副處長 黎幸儒 

紀錄秘書 林子涵 

報告 

大家好我是 19 屆學生會行政中心秘書處的副處長，首先要跟大

家報告 108秘書部施政報告。 

第一個要報告的是秘書處的人事配置，也就是我們秘書處的幹

部會協助人資部的執行監督，而我們有分配各部門的輔導秘

書。人資部、新聞部是由部長黎幸儒，器材部、設計部是由副

部長劉品慧，活動部是由幹部彭鈺庭，學權部是由幹部王華

翎，社務部、秘書處是由幹部蔡昀軒，財務部、公關部是由幹

部李伃婕。 

秘書處現在的會議狀況是本學期開過一次處內會議是在今年的

9 月 12 日星期四，應到人數 6 人，實到人數 5 人，出席率是

83%，預計 11月中會再開第二次處內會議。 

我們秘書處 108-1 主辦的活動有會員代表大會分別是在今年的

10月 17日禮拜四 12：10，還有 12月 19日禮拜四也是 12：10

～13：00，和 12 月 19 日禮拜四也是 12：10～13：00，還有今

年十月三號會舉辦的行政幹部會議也是 12：10～13：00。比較

大的活動會是社團資料講習會：108 年 12 月 07 日（六），時間

的部分會再跟課指組的老師做討論。 

議員質詢 

議長：有任何問題需要提問嗎？沒有的話我就提問了。那時候

在通知說要做這份施政報告擬質詢的時候，有到要包括

傳承，那你們上一屆的會議資料都已經傳承好了嗎？ 

 

副處長：有，已經傳承至最新版本的了。 

 

議長：所以你們的簽到單掃描檔那些都有了？ 

 

副處長：簽到單掃描檔？ 

 

議長：之前在社團評鑑時都有發現說你們開會的資料以及會議

資料都是不完整的，包括會議記錄上簽呈以及簽到單，

有些不是不見就是遺漏的，我們當時有建議要做掃描

檔，我們也會立即上去看，可是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看

到，請問這個部分你們要怎麼去補充？ 

 

副處長：這個部份我今天回去會跟處長再次檢查，並且會再跟

上一屆的處長討論。 

 

議長：那你下一次的期中施政報告要再給我一個更確切的比如

說處理到哪方面了。那你們的會議資料是怎麼跑的？包

括開會通知單、議程、簽到單這些東西。 

 

附件三



副處長：我們的開會通知單，議程跟隨手記都是在開會的前三

天寄出。開會之後一個禮拜我們有要求幹部將會議紀

錄以及會議照片、資料傳到雲端還有會議的錄影。 

 

議長：那我建議開會通知但最好是 7 天之前寄， 這也是目前我

們在議會督促秘書處做的事情，因為包含預算會等等都

大概6-7天的時間寄出也會被說有一點太晚了，所以我們

建議可以提早一點寄出。 

 

副處長：好。 

 

議長：再來是你們有說會議紀錄在會議之後七天會做好，那你

們會議的簽呈呢，會在多久跑完？ 

 

副處長：大約兩三個禮拜。 

 

議長：那我想問我們稍微看了一下你們的預算表可能在大會的

部分是有用錢的，那個錢的用途是？ 

 

副處長：我們是根據上一屆的估計，好像是有冷氣費，還有一

些影印費。 

 

議長：所以你也是不清楚，那冷氣費的部分我們這邊會統一

請，那邊的錢會刪掉。然後會議資料的部分，課指組有

給我們影印卡去運用，所以你再跟處長提醒一下。 

 

副處長：好。 

 

議長：那再來是剛剛有提到社資評鑑講習，那你們想要用甚麼

樣的方式進行？ 

 

副處長：目前的話，依照上一屆的方式是應該會再請學校的課

指組老師，去跟各社團講解社資評鑑的流程以及一些

注意事項。 

 

議長：那你有基礎內容了嗎，包括要講解社資評鑑的甚麼？ 

 

副處長：目前還沒有跟課指組老師們完成討論，時間還沒有確

認，要再找老師談。 

 

議長：所以內容還沒完成，那你們的社資評鑑講習預計要找幾

位講師？ 

 

副處長：這個部分我和處長會再去找老師討論。 

 

議長：所以你們的預算上面你的 8人是最高上限 8人的意思嗎？ 



副處長：對。 

 

議長：了解。但是有需要較這麼多人嗎？8個人？ 

 

副處長：因為是照去年的資料所以最高上限 8人。 

 

議長：那你要不要這兩天趕快去找老師們談好，因為我們接下

來要重新開預算會了，這樣可能會影響到你們的經費。 

 

副處長：好。 

 

副會長：不好意思，因為這個是之前沂娗老師和我們說 8 人是

不能砍的。 

 

議長：這樣說好了，這是你們的業務，所以你們還是要去特別

了解它。那其他人還有其他的問題要詢問的嗎？好那我

們謝謝秘書處。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8：46～：18：57 

質詢對象 學生會行政中心 人資部 副部長 黃玥瑄 

紀錄秘書 劉千綾 

報告 

我是第十九屆行政中心人資部的副部長，然後我今天要來做十

九屆人資部的施政報告。 

這是我們的目錄，我們的人事分配，部長就是負責方向規劃、

分配工作、還有檢查工作內容。然後我是負責協助部長然後我

們的幹部有趙亭禎、朱家甫，然後他們其實是前幾天新生徵選

進來的，他們的工作是值星輪班、製作值星簽到表及分配勤缺

抽查。 

這是我們的開會狀況，我們目前開了兩次部內會，分別是 8 月

13號的線上會及 9月 10號在學校開的會，兩次的出席率都是百

分之一百。然後接下來這三個是新生徵選的籌備會、行前會及

檢討會。接下來是我們今天中午開的出席率百分之一百。 

然後活動成效及檢討，我們在 9月 22號禮拜五的時候已經完成

新生徵選的活動，然後 9月 21號已經公佈了面試的結果。我們

這週會分配好活動的心得及資料分配，然後 9月 28號就是這個

禮拜我們會舉辦學生會的幹部訓練。 

然後這是我們新生徵選的活動績效及檢討，大部分的人對於我

們的時間、流程以及地點都是非常滿意的。然後這是我們的開

銷狀況，我們的開銷目前就只有我們的新生徵選有開銷這樣，

謝謝大家。 

議員質詢 

議長：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嗎？ 

 

議員：PDCA檢核表有三成的人表示只有普通知道為什麼嗎？ 

 

副部長：因為活動資訊不清楚，找的地點對於新生來講比較難

找，因為是找在 A303他們可能還不太知道。 

 

議長：那你們之後會會對地點做整理嗎？ 

 

副部長：會我們會在做整理是因為這次我們的部員只有兩個所

以人手有點不足。 

 

議長：所以你們沒有找其他部門協助？ 

 

副部長：對我們沒有找其他部門協助。 

 

議長：那如果說有需要還是希望能找其他部門協助。 

 

副部長：好謝謝。 

附件四



議長：然後再來針對新生徵選，那我想詢問一下，因為字太小

我看不到，可以跟我講一下內容嗎？都是很好很好的意

思嗎？ 

 

副部長：對。 

 

議長：好很好人資部就是棒，再來我想請問你這次的新生徵選

有多少人報名？ 

 

副部長：我們的報名人數面試者有 36位然後錄取人數是 9位。 

 

議長：4取 1的概念嗎？ 

 

副部長：對。 

 

議長：那你們在面試的話，面試的錄取名單怎麼出來的？ 

 

副部長：錄取名單是我們當天活動完之後，面試官在當場討論

之後出來的。 

 

議長：那你們面試官是什麼樣子的人才有資格當面試官？ 

 

副部長：面試官是各部門的正副部長。 

 

議長：好了解，所以你們現在所有就是招進來的都有做確認

了？ 

 

副部長：對。 

 

議長：好，那剛剛有提到學生會幹訓的部分，那個學生會幹訓

是什麼？ 

 

副部長：學生會幹訓就是讓各個部門上去講自己的部門的工作

然後以及和學生會幹部講一下他們跑值星的流程。 

 

議長：那請你們改成學生會行政中心幹部訓練，因為學生會是

三機構。 

 

副部長：好謝謝。 

 

議長：然後再來的話。你們有開兩次部內會。我想請問一下部

內會內容因為現在你們會長不共用雲端，所以我只能每

次都這樣子花時間去問。 

 

副部長：好我們第一次部內會的話，我們大概就是，那時候的

幹部暑假前招進來的，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是跟他們



講一下我們的工作分配，然後第二次部內會是開學的

時候，然後那個時候的列席是上一屆會長，他有跟我

們講一些人資部大概更具體的主要方向。 

 

議長：所以都是在講人資部的工作內容？ 

 

副部長：對。 

 

議長：了解。那我想請問一下關於請假流程是怎麼跑的？有上

一屆行政中心的幹部跑來跟我說覺得這個請假流程很

亂，或者是說沒有傳達好溝通，那想聽一下你們這屆怎

麼跑？ 

 

副部長：請假流程的話我們在雲端會有一個請假的表單，然後

就填寫那個表單，然後是病假在附上證明就可以了。 

 

議長：那那個表單的管理者有誰？ 

 

副部長：表單的管理者就是我跟人資部部長。 

 

議長：那比如說今天學權部開部內會，他要請假呢？ 

 

副部長：如果是部內會基本上秘書處在處理，然後秘書處會拿

簽到單給我們，然後我們的部員會去做出席率。 

 

議長：這樣好了，我今天假設我是一個學權部部員，我要跟你

請事假那我的流程要怎麼跑？我要在這個會議請假我的

流程要怎麼跑？ 

 

副部長：如果是請假的話就是回復那個 gmail，就是會議通知單

的 gmail，然後那是回答秘書處那邊。 

 

議長：那回到秘書處之後？ 

 

副部長：回到秘書處之後他們就會有出缺席的簽到單，然後秘

書處會在給我們然後我們部員會在做出缺席的紀錄。 

 

議長：這樣部長會知道？ 

 

副部長：會。 

 

議長：那部長怎麼知道？ 

 

副部長：我們幹部會再跟部長確認。 

 

議長：所以傳到人資部之後再傳到給部長？ 



副部長：對。 

 

議長：那你們會在會議後才會告知部長嗎？ 

 

副部長：是告知人資部的部長還是？ 

 

議長：我今天是學權部的，我請假然後我也透過秘書處傳到人

資部了，那什麼時候你們會再傳到學權部部長說他請假

的消息？ 

 

副部長：基本上部員有請假的話會先告知部長。 

 

議長：那如果今天他們沒有告知就請假也是有可能的情況？ 

 

副部長：那我們會在幹部訓練的後再跟他們詳細的解釋一次請

假流程。 

 

議長：那我是建議你們直接告知部長，那如果不這樣的話，人

數不夠到時候流會的狀況也有可能。那我想請問一下你

們請假的時間跟什麼時候可以請假什麼時候不能請假？ 

 

副部長：請假的時間基本上是開會的前三天，但是如果真的有

非常緊急的狀況，假設中午要開會那早上就要講了。 

 

議長：那我聽說你們有什麼記點的那個是什麼去運作的？ 

 

部長：記點的那個我們這次可能還要再討論一下，不好意思。 

 

議長：那之前是怎麼運作記點的？ 

 

部長：目前的話是病假跟事假有證明的話就是記一點，那我們

如果記滿 15 點的話就會在核心會的時候跟核心提出討論

看要怎麼懲處那位幹部，然後如果說你無故缺席的話是

記三點，目前是這樣。 

 

議長：那你們說這個有要再討論是覺得？ 

 

部長：就是覺得不夠明確，上一屆沒有傳達得很清楚，所以導

致上一屆有很多這種狀況就是請假要怎麼請不知道要怎

麼請的狀況。 

 

議長：那你們可以在期中質詢之前把這個詳細的流程弄出來

嗎？ 

 

部長：會，我們會在幹部訓練的時候會再把這件事情跟跟所有

人再重新講一遍。 



議長：好，其實你們有一個東西叫行政中心人事辦法，那如果

說你們針對記點或者是流程有做更改的話要去改那個辦

法。 

 

部長：好。 

 

議長：那其他議員還有什麼問題嗎？ 

 

副議長：我問一下就是你們有那個關於幹部進行轉調或是升職

的那個要填寫的表單。 

 

部長：對人事異動單。 

 

副議長：那這個人事異動單你們預計從收件到完成大概的時

間？ 

 

部長：我們這屆 18 到 19 是控制在大概一個月內因為就是暑假

有很長的籌備時間那如果是平常的話可能會控制在半個

月內。 

 

副議長：那流程是？ 

 

部長：流程是要轉調的話要先跟各部門的部長知會一下，知會

之後要轉調的人開始寫人事異動單，寫完之後直接記 e-

mail 給人資部部長，然後人資部部長會先審核，審核過

之後我們會把它印出來，列印出來之後我們會再拿給會

長跟部長簽名這樣。 

 

副議長：那你們會直接告知部長結果還是幹部？ 

 

部長：幹部在填寫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議長：還有議員有問題嗎？沒有的話我們要加快腳步那我們謝

謝人資部。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8：50～18：59 

質詢對象 學生會行政中心 社務部 部長 吳若薰 

紀錄秘書 謝晴伃 

報告 

大家好，我是社務部的部長，我叫吳若薰。這邊是社務部的簡

介，我們現在有三個幹部，一個部長，一個副部長。因為我們

有 A、B、C、D、E、F類的社團，我們 B類是主要以表演性的

社團，所以我們大概在五月成果展季節的時候會收到很多的計

畫書，所以我們除了 B 類是五個人平分的狀況，其他都是各有

各的負責人。這是我們這學期預期的計畫，第一個我們目前已

經在實行了，今天我們已經把社櫃的安排表寄出去，還有一個

是重新定社辦大掃除的方式，因為有社團上學期就是期末施政

報告的時候我有講過，他們覺得說他們並沒有使用到學活的任

何東西，為什麼他們要打掃，針對這個部分我會在下個禮拜部

內會的時候再討論，看看有沒有其他的辦法。接下來是我們這

一學期會舉辦的活動，目前這兩個都已經在上一周結束了。

好，結束。 

議員質詢 

議長：好，那現在其他議員有問題想要問的嗎？ 

 

部長：請說。 

 

副議長：你們上個禮拜辦的活動其實迴響還不錯，但是有社團

反映說，在活動的彩排當天，他們覺得有點熱，因為

當時是沒有冷氣的狀況，第二點的話是，他們有在問

關於公假的部分，他們有說到一個人只能請兩節，而

且該節一個社團最多只能有兩位社員請公假，那如果

對於說這些，例如說我們有舞蹈性的社團，其實需要

全體一起彩排的，會造成影響，這個部分是學校的問

題嗎？還是我們這邊溝通的狀況？ 

 

部長：那首先針對第一個提問，冷氣的話是一樓還是二樓？ 

 

副議長：應該是一樓。 

 

部長：一樓的嗎？一樓的部分我會再詢問，因為其實一樓大家

都開著門走來走去的，所以這樣子比較容易熱，那個冷

氣的部分，我們已經在活動結束的時候，就已經跟其他

的單位講過了。然後第二點的部分，公假並不是學生會

可以決定的，這是學校規定的。這是我們詢問過柏宏老

師之後，得到的結論。不管我們再怎麼請求，他就是固

定這樣。因為他的顧慮是說，學校接下來五月的時候會

有其他一些社團的活動，然後十二月會一些舞蹈性質

的，就是聖誕舞展之類的，他們可能會因為請公假節數

附件五



過多，造成扣考的情況。所以學校這邊為了避免這種問

題，所以開放公假節數也很少，對我們來說也很困擾，

以上。 

議長：好，那還有其他議員有問題嗎？好，那我接下來想要問

一下，就是你們說社辦大掃除要進行變更流程嗎？還是

整個整體內容？ 

 

部長：我們應該會針對制度。 

 

議長：制度？ 

 

部長：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是 A、B、C、D 全部都會下去，只是

在學期中或是學期末，上學期的話是 A、B 在，下學期

是 C、D 在，但是之前有反映說，他們並沒有使用社

櫃，也沒有租借器材，他們完全沒有到那個空間，為什

麼還要打掃？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個點、這個部份去討論

說，那其餘這些社團打掃的必要性，然後去跟他們再解

釋。 

 

議長：再來是社辦大掃除，你們對大掃除掃除完的定義是什

麼？ 

 

部長：就是大家會經過的空間，像是學活一樓、一樓到四樓的

樓梯、或者是外面的公佈欄，然後到教室裡面，像是

201、301、403，都是一些他們使用來練團、放置社櫃的

地方，就是針對這些地方打掃，除了學活以外還有一個

A001。 

 

議長：那會有人去檢查嗎？ 

 

部長：我們每次打掃的時候都是安排有人固定一個在簽到，一

到兩個人會去檢查。 

 

議長：好，那之後就建議檢查完後要拍照，因為我暑假的時候

上去巡，發現其實還是有蠻多灰塵跟堆置雜物。 

 

部長：但其實這些空間也不是只有他們在使用，這方面我們還

會再討論，畢竟學生會的人，大家也有在使用，灰塵也很

多，風也很大，這其實只要擦一下，下一秒就會有灰了。 

 

議長：所以建議你們要拍照，保留說他們是真的有打掃完，就

是你們會去監督的人。 

 

部長：好。 

 

議長：再來的部分是，你們社團上課地點已經安排好了嗎？ 



部長：社團上課地點這部分不是跟我們接洽，我們只負責計畫

書。 

 

議長：這是你們的職掌範圍，你們社務部組織規程裡面寫著，

第二條的第一款社團上課地點之安排與協調。你們可能

要適時去關心社團。 

 

部長：那，我之後再去改。 

 

議長：法規不是不做就改。 

 

部長：因為這部份真的完全不是跟我們接洽的，自從我十七屆

下學期待在這邊，十八屆、十九屆到現在目前為止，社

團課程的地點都是直接跟課指組老師那邊確定。 

 

議長：那你要跟課指組老師談，因為畢竟學生會是獨立機構，

本來就不應該是老師去插手這件事，老師可以幫忙，但

是不能完全插手，畢竟這件事還是你們的職務範圍內。 

 

部長：好。 

 

議長：然後再來是你們輔導事務這邊都已經溝通確認完了？ 

 

部長：對。 

 

議長：可是為什麼之前群組上面還是出現了有人不知道？行

了，是他自己個人的問題嗎？ 

 

部長：基本上所有的社務信都已經寄出了，但是，我這邊舉個

例好了，我們在社彩繽紛期間，我們有給攤位，那個攤

位是給某個社團的，再經過我們從那個 108 學年度的名

單寄信出去之後，才發現這個社團一直沒有回信，後來

我們才知道，他這個負責人已經換了，已經出國了。也

有很多都是收到信之後一個月才會回覆的，所以他們有

可能完全沒看到或是完全沒收信。另外一個可能是，

Google 它就是有一個 bug，你可能寄了一百封信裡面，

可能會有兩、三封信寄不到那個地方，可是它會顯示在

你的郵件上說你已經寄給這個人了，這方面我們已經有

在群組裡面設一個記事本，我不太確定是在什麼時候，

反正就是確認了之後，我們就有設立了。 

 

議長：好，這個問題感謝。那你們社彩繽紛的部分已經開檢討

會了嗎？ 

 

部長：社彩繽紛的檢討會已經結束了，上週五。 

 



議長：那內容呢？ 

 

部長：內容就是我們有請每一個人提出一個需要改善建議的

點。那比較多的是，像是音響設備的設定，就是四十分

之後不能彈。但是大家都認識我們，所以我們走過去，

他們就會自己關掉，還有空間，可是學校其實沒有更多

空間去擺這些社團的展覽，因為操場是提供給體育性

的，然後育美館也不是一個適合的地點。然後有建議避

免尖峰的時段，像是午餐的時段。還有就是時間，很多

建議時間可以改，有的社團是希望提早，有的社團是希

望可以往後一點。 

 

議長：好。那你們這邊時間部分會做更改嗎？還是會以大部分

為主？ 

 

部長：如果下一屆還有人要繼續辦這個活動的話，會先以他那

邊的意願，然後我們這邊會給我們整理出來的資訊。 

 

議長：因為這次社彩繽紛就是他們都認識你，所以看到你們，

就會趕快把麥關掉。可是其實我自己走過去的時候，大

家在 12：40 到 13：00 之間還是非常吵雜，就是各個音

響和麥克風都在發出聲響。 

 

部長：因為沒有特別的法規可以規定這樣的事情。 

 

議長：學校？ 

 

部長：學校也不行。因為學校並沒有明確規定說你四十分你沒

有關掉，你就退社或倒社，並沒有這種。社團評鑑我也

跟沂娗老師這方面也確認過，他也沒辦法就是你四十分

沒關，我就給你的評鑑扣分，這方面是沒辦法執行到一

個很強制的。但是我都有請我們的幹部去巡，只要一看

到，就會請他們關起來。 

 

議長：所以都有在做勸導？ 

 

部長：對。 

 

議長：好，很用心。那你們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好，沒有，

那我們謝謝社務部。 

 

主席： 請下一個部門上台。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9：07～：19：18 

質詢對象 學生會行政中心 公關部 部長 蘇毓涵 

紀錄秘書 劉千綾 

報告 

各位好，我是今年學生會行政中心的部長，那這是我們公關部

執掌的範圍，包括海報的管理。海報的管理有海報的巡邏；再

來是特約商的管理，定期更新特約資訊，製作公關品，定期拜

訪店家，這裡定期的定義是一年一次，有續約才會去拜訪，以

及如果是簽訂永久契約的店家，也是會一年去拜訪一次，去更

新他們的資訊以及他們優惠的內容；還有簽署特約商的部分，

這部分由店家來主動洽談以及我們部員會去找合適的店家去洽

談；對外窗口就是 IG跟粉專，就是校外聯繫以及宣傳活動還有

收發訊息就是校內宣傳的訊息。這學期的目標最主要是針對特

約商的部分，9 到 10 月會進行特約商的更新以及管理，11、

12、1 月會進行抽獎的活動，就是會特約商抽獎的活動，是與

新聞部合作的，會在 IG以及 Facebook上面用發文然後會請特約

商提供優惠券來進行抽獎，那公關品的部分這學期是預計做大

概 600 份，因為上屆的大概還有 100 多份還沒發完，就數量管

理，所以我們這學期只做了 600 份，這學期預計是做記事本，

那裡面應該會包含年曆的部分，那我們一直到現在在 9月 10號

已經開了第一次的部內會，應到人數 6 人實到人數 6 人，是百

分之百的出席率，會議重點就是工作分配以及教學。那再來是

社群網站的管理 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那這是特約商的地

圖，這是我們現有的特約商，那我們這學期是想要針對特約商

的多元性去發展，就不要可能食物都很多，那其他的都只有少

少的一兩間。這是海報的值星以及巡邏，海報因為會有張貼的

日期，如果超過三天我們會寄發違規通知信，在社團評鑑的時

候會扣該社團的分數。有問題嗎？ 

議員質詢 

議長：各位議員有什麼問題想要問嗎？ 

 

副議長：Instagram跟 Facebook是新聞部在管理的吧？ 

 

部長：新聞部是只負責同步 Facebook文案更新其他都是我們。 

 

副議長：所以目前的 Instagram 的發文跟其他的收發訊息是由兩

個部門一起處理的嗎？ 

 

部長：收發訊息的部分是公關部在管，文案的部分是新聞部。 

 

副議長：那你們對於簽訂特約商有什麼準則嗎？或是一些標

準？例如說會去進行一些調查，有哪些類型的店家需

求量比較大或是比較小，可以跟店家合作的這種狀

況，有去進行做規劃嗎？ 

附件六



 

部長：特約商的部分我們也開放學生來跟我們說想要簽哪一

家，那我們會去評估是否適合會是他們給出的優惠是否

真的優惠到，我們也開放這部份，並不是說我們選了那

就是我們一定要簽。 

 

副議長：所以是這個可以直接讓學生溝通到公關部這管道？ 

 

部長：就是 Facebook以及 IG上面的訊息回收都是可以，你大概

是想問哪一方面？ 

 

副議長：就例如像是學權部之前對於學權案件的收集是用

google表單的方式去收集意見。 

 

部長：我們這一部份都是採取用社群網站的訊息。 

 

議長：還有人有問題嗎？我先對特約商的部分進行詢問，你們

到目前為止已經簽了多少商店然後哪一些是餐飲哪一些

是其他的分類？ 

 

部長：目前已經在表單上面的是 80 間，因為這是特約商的地

圖，那上面都看的到會有標誌所以都看的出來是飲食或

是飲料店還有美容美髮的以及生活就是藥局然後摩托車

店之類的。就是不歸在其他類別裡面的都是算在生活內

文具店都算，其他的話就是設計的部分還有娛樂咖啡。 

 

議長：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這些店你們會定期去做更新嗎？包

括說哪間店倒了等等的，會去從特約商店裡面替更嗎？ 

 

部長：會。 

 

議長：那你們就一年檢查一次嗎？ 

 

部長：對。 

 

議長：建議可以改成一學期一次因為怕時代變遷，再來是你們

說不會著重在飲食的部分，那你們已經有預計這學期要

簽多少間特約商嗎？然後要著重在那個分類嗎？ 

 

部長：這部分還沒有預期因為特約商的部分我們也沒有辦法預

期說大概今年會有多少學生要簽哪些店或是到底說廠商

有沒有要繼續合作。 

 

議長：那你們有最低預期說這學期要簽幾間嗎？ 

 

部長：自己找的部分目前大概會簽 10間。 



議長：那你們這次的比例大概會多少，就是飲食跟非飲食？ 

 

部長：這個我們會比較注重在優惠的方面，如果這間真的很優

惠那我們還是會考慮把它拉進來。 

 

議長：了解，那照剛剛的報告你們這學期公關品要做記事本那

你們記事本聯絡了嗎？ 

 

部長：目前還沒，因為目前還在確定特約商的部分。 

 

議長：那接下來就是你們記事本這邊是要怎麼去做採購？ 

 

部長：我們會先去找我們特約商有關設計的廠商，請他幫我們

設計。 

 

議長：所以你們會先去網路找，找到價格合理的再做聯繫，之

後訂完數量他們會寄來學校還是你們自行去拿？ 

 

部長：我們過去拿。 

 

議長：所以你們訂的時候會在網路上訂，然後做好才過去看

嗎？ 

 

部長：我們會當天跟廠商確認設計。 

 

議長：那其實你們的特約商這邊的公關品部份計程車費估了 5

趟，但其實這樣看起來只要 2 趟就夠了。再來的部分是

說你們管理的部份是說你們是管理 IG 跟臉書，那權限

呢？就是 IG跟臉書的權限誰可以處理粉專？ 

 

部長：因為有接收訊息的部份所以我們給各部部長都有開權

限，就如果有訊息需要代回答的話，就是各部都有權

限，那發文的話基本就是新聞部，IG基本上都是公關。 

 

議長：我給你們一些建議就是這些權限正副會長也要有，因為

你們是對外窗口，這樣才不會出現其他人去亂竄，雖然

說我們都信任相信的人，也信任下面的人，但不代表說

不會發生這種事，所以是建議你們權限要做控管。還有

你們對外發文的規則是什麼？你們發文之前要經過什麼

流程？ 

 

部長：這是新聞部的部份，就是新聞部在會內有一個表單再發

文的三天前填寫新聞部會幫忙排流程。 

 

議長：還有人有其他問題要問的嗎？這個問題留給新聞部。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9：19～19：25 

質詢對象 學生會行政中心 設計部 部長 張晏慈 

紀錄秘書 陳民洸 

報告 

這是我們的成員，我們總共有 4 個人，那現在完成的是新生懶

人包的 ppt，總共有五種，還有會網主題代辦圖，代辦事項包括

有各部門正副部長的名片、各部員的工作證、未來有可能會辦

的活動所交代要設計的海報，以上。 

議員質詢 

議員：工作證的用處？ 

 

部長：有辦活動時每個部員都要戴著以便識別身分。 

 

議員：請問預計要設計多少海報？準確的數量是？ 

 

部長：若各個部門有交代活動海報製作，那我們如果都沒工作

就會接下。 

 

議員：可往上滑嗎？那個主題概念圖是？ 

 

部長：我們以自然為概念圖為主題，不想要太複雜，像山、

海、以及天空。 

 

議員：大自然？ 

 

部長：對。 

 

議員：這張圖有誰看過了？ 

 

部長：會長以及其他部門。 

 

議員：這是經過大家同意才發出的嗎？ 

 

部長：是的，核心成員都已看過。 

 

議員：好，那是核心成員看過就公布在會網上了？ 

 

部長：沒錯。 

 

議員：了解，那你們這學期是否已掌握其他部門要辦哪些活

動？ 

 

部長：目前是今天其他部門所報告的活動，已有跟我說要設計

海報的，我們只負責接案。 

附件七



議員：所以你們不會去主動關心？ 

 

部長：不會。 

 

議員：那你們也不會覺得其他部門會忙不過來？ 

 

部長：他們如果忙不過來或要設計海報自己就會來找我們。 

 

議員：了解，那你們今年有預計要做甚麼懶人包嗎？ 

 

部長：懶人包也是其他部門若想要做才會來麻煩我們。 

 

議員：所以你們有人交代才會動工？ 

 

部長：是的，基本上是新聞部會交代。 

 

議員：所以你們不會主動去做？ 

 

部長：對。 

 

議員：那你們和新聞部在談論圖片及懶人包時是誰對誰去做協

商？ 

 

部長：我會要求事情較少的部員去與新聞部接洽。 

 

議員：所以若你們今天去接了其他部門的案子，做完之後會給

其他部門的核心看過後就直接發出？ 

 

部長：是給交代部門先看過，他們覺得可以。 

 

議員：才會發出去？ 

 

部長：是，會跟我做最後確定之後才會發出去。 

 

議員：我有去詢問過其他幹部，之前曾經委託你們，但你們卻

以全設計部都很忙的理由而把這些活動都推掉。 

 

部長：對，那時是暑假，有的人已不在臺灣，或已有案子在

身，而我們也只有四個人，所以沒辦法接新案。 

 

議員：所以你們覺得你們很忙就什麼都不做？ 

 

部長：對。 

 



議員：那你們若收到設些設計要求，你們會如何工作分配，有

的部門相當質疑此問題，而且到了產出期限也未收到成

品。 

 

部長：他們會跟我說甚麼時候需要，而我會請他們前幾個禮拜

和我們說，而工作分配的話，每個人都有要忙的事情，

簡言之是能力制。 

 

議員：那如果大家都很忙的話呢？ 

 

部長：若大家都很忙，真的沒辦法的話，我會依我想法，不去

和他們多做更改，如果有時間我才會更改。 

 

議員：那你們提出提前要求有何用處？你們要求人家提前提出

要求不就是有時間幫人家更改嗎？ 

 

部長：但同時也會有很多部門要求，且設計並非一天兩天就能

完成，所以當然要提前。 

 

議員：所以是提前幾個禮拜，然後幫他們做圖，兩個部門協

商。 

 

部長：對。 

 

議員：一定都會有這些流程。 

 

部長：對。 

 

議員：那也希望你們對此部門再有責任感點，不要因忙不過來

結果就不做，因為大家都很忙，每人都有不同的外務。 

 

部長：好。 

 

議員：還有人要問設計部問題嗎？若沒有我們就謝謝設計部。 

 



施政報告（財務部） 

1. 因為現在只需審核學生會內部的經申表及核銷資料，工作量減少了，所以財

務部的值星時間改為只有星期一，且期中期末考前一週不會加開。 

2. 各社團及系學會領取行政及活動補助款的時間為期中考後一週開始。因為改

為行政和活動補助款同時發放，怕同時領會造成塞車，所以我們把各類社團

領取的時間錯開了，時間為： 

A 類社團：11/11(一)、B 類社團：11/14、(四) C 類社團：11/18(一)、 

D 類社團：11/21(四)、E 類社團：11/22 (五)。 

社團在領取補助款時，我們也會開收據給他們，以便社團好做帳。 

3. 未來會建立完善雲端資料庫，以便學生能夠查詢以往資料。 

決算表問題 

1. 人資部問題：決算表表格是複製 106年第 2學期的，由於 106年第 2學期的

決算表沒有人資部，所以沒有特別注意少了人資部。 

2. 餐費問題：因為明細帳裡少了餐費的金額 所以就暫時參照以往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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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活動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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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9：27～19：35 

質詢對象 學生會行政中心 新聞部 副部長 賴妍柔 

紀錄秘書 許睿杰 

報告 

大家好，我是 19屆新聞部的副部長。我現在要報告我的期初施

政目標，然後右邊這邊是我們樞紐的目標，然後這邊是會內經

營，我們樞紐分成 IG、Dcard、臉書跟 weebly，今年我們 IG的

目標是粉絲人數達到一千個人。從我們八月接手以來，已經從

六百多到我今天看已經到九百。接下來是 Dcard，我們今年

Dcard有微調，就是我們樞紐作品會改成月總結，在每個月的月

底才會在 Dcard 發布，因為不希望造成洗版，然後降低觸及

率。然後接下來我們臉書今年的目標是維持月觸及率七千到八

千。最後是這個 weebly 是我們的會網、樞紐網站，我們樞紐網

站今年會就是會著重於專訪的部分，就是像之前的校友專訪，

然後還有交換生。再來左邊這邊是會內經營，這個會議懶人包

是我們今年會視情況，也就是在學生會跟學校之間的校務會

議，會視情況做會議懶人包。然後這個活動報導是就是像今年

的社彩繽紛，我們會有活動的紀錄和報導，會補在會網上面。

然後這是我們今年的傳承，我們今年的發文方式有一些的改

變，就是今年的 IG會由我們跟公關部共同管理，只要有部門需

要有文案的發布，會由我們這邊同步三個平台一起發出。然後

再來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我們 Dcard 會改成月總結。然後第

二個組織架構，我們今年會分成專欄組，那專欄組主要就是做

校友專訪，然後跟國際新聞和活動報告。然後再來是公關組，

公關組主要的工作是行事曆跟文案的接洽。然後因為今年的徵

才沒有徵到報導組，所以我們今年報導組會偏向於跟其他部門

合作，因為我們人數有點不夠。然後最後一個，這個是會內文

案的表單 SOP，就是我有放一個文案在行政中心的群組裡面，

然後只要有部門要，需要我們幫忙寫完或是發文的話，就要在

三天以前去填那個表單，然後我們會幫他們，如果他們有需

要，我們會幫他們寫文案，然後他們可以選擇要在哪些平台發

布，就是他們可以只選擇在臉書或是 IG，不一定要在每個平台

都發布。好，謝謝大家。 

議員質詢 

議長：好，我們謝謝新聞部。那你們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嗎？

好，那我現在先來問問題了。你們剛剛說要跟報導組合

作是要合作什麼？就是報導組跟其他部門是跟那些部門

合作？要怎麼合作？然後合作什麼？ 

 

副部長：這個部分我們還沒有確定，但是我們是有在考慮說要

跟議會合作，因為之前有做一些食物或是校園的深度

報導，然後這跟我們報導組的內容還蠻相向。 

 

議長：所以你們找到自己的定位了嗎？ 

附件十



副部長：我們目前報導組還沒有。 

 

議長：那你們期中施政報告的時候可以給出完整的回答嗎？ 

 

副部長：好。 

 

議長：好，然後過去樞紐都會分種類，那你們這次有要分什麼

種類嗎？類別，發文類別等等的。 

 

副部長：就是我們有分第一個是文案，然後再來是專訪。 

 

議長：文案跟專訪。那你們文案的內容會是什麼？大概。不是

說一定哪一個標題，而是說你們會走哪一種類型？就是

像會長她說她的學生會整體風格是叢林風，那你們的發

文會朝叢林嗎？ 

 

副部長：對，自然。 

 

議長：自然，自然，自然叢林風。那你們會朝這方向去發文，

然後跟整個學生會結合一起嗎？ 

 

副部長：會。 

 

議長：會。那你們這一學期的發文也會走自然叢林風。 

 

副部長：主要會走這個風格。 

 

議長：那你們的發文流程是什麼？ 

 

副部長：就是…… 

 

議長：除了剛剛說的提表單以外，你們做完之後？ 

 

副部長：我們會上傳到核心群，然後會長副會長同意之後才會

發出。 

 

議長：好。因為過去曾經有人詢問我說你們的發文到底是需不

需要審核，因為有那種發了文之後，負評滿滿的。那像

是之前的徵選新生徵選，就跟像那個糖果棒棒糖的。後

來我找到文章做截圖，如果你要，就可以給你看。就是

這裡面的負評比較多，所以我那時候還再探討說到底有

沒有要有一個發文的流程。那如果說你們接下來都會經

過核心才會發文的話，那這樣子就 OK 了，那這個責任

如果說之後發文有負評，就大家一起承擔這樣子。 

 

學生會會長：不好意思，那個針對去年那個，那個部分是由於



我們設計部，因為我是上一屆設計部的部長，那

個負評不是針對新聞部發出的。再來是新生徵選

的部分，新生徵選是必然的，我們需要新的新血

進來，那那個負評是針對設計的部分，所以我們

後面有做檢討，就是我們有在探討說我們的主題

是否不符合我們今年的目標，還有說因為很多我

們有探討過下面的也不是負評，他們針對的質疑

我們有做了探討，很多人說主題為什麼要做這個

部分，那我們有做過探討，所以我們今年的部分

今年新生徵選的海報就是針對花草自然部分，所

以那個質疑跟負評是，也不算負評，不是為了新

聞部的文章內容或是設計的海報問題。 

 

議長：因為我剛剛在詢問說，問公關部的說你們發文的流程是

什麼？然後說要問新聞部，然後新聞部又說是他們的問

題。 

 

學生會會長：我現在針對的是你剛剛說的。 

 

議長：我在針對的不是，我在針對的是為什麼發文要經過檢

視，所以你剛說發文要審核，所以就沒問題。而如果說

像有一個審核機制，那就沒問題了。 

 

行政中心：那個思嫻不好意思，那剛剛會長的意思應該是說就

是徵選這件事啦，因為我自己有看到負評就是因為

海報醜。然後那海報醜的話，其實跟新聞部其實是

沒有關係，因為新聞文案我們已經檢視是一陣子

了，像我們去年期初的時候，我們107-1期初的時候

就已經被砲轟過，那被砲轟我們就會慢慢審送文案

適不適合。我們已經審過一段時間，那你剛剛舉

的，就是我們也有可能是被罵其他內容，可是徵選

的話，跟新聞部的文案和發文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設計部手有點殘。 

 

議長：好啦，沒事沒事。我是針對說有沒有審核，那有審核就

OK了。不是針對說內容怎麼樣，每一篇發文都要經過審

核。好，那還有人有問題嗎？那我們謝謝新聞部。請下

一個部門上台。 

 



會議名稱 第十九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自強樓 F102 

會議時間 108年 09月 23日（一） 19：37～19：46 

質詢對象 學生會行政中心 器材部 部長 高子萱 

紀錄秘書 邱筱雯 

報告 

大家好，我是最後一組學生會行政中心器材部的部長高子萱，

我們這一學期的預期計畫是會在 10/19禮拜六舉行器材部的訓練

營；第二，我們會在群組上面建立器材損壞報修進度的Excel表

單，這樣的話有什麼器材壞掉的查詢進度都可以從上面查看；

第三，我們這學期購買延長線然後填水式旗桿、竿子，還有事

務機會做定期月份的報表。我們與上屆傳承的狀況，第一點，

在暑假的時候已經有盤點過器材的總數量；第二個我們也在上

個禮拜已經開過部內會，也確認器材訓的辦理流程，第三個，

也與這一屆新的幹部們確認了一般的流程制度，第四個是我們

也與新的幹部確認了要借用器材的審核教學。然後我們在上個

禮拜開過了第一次的部內會，出席率百分之百，出席人數 5

人，實到人數 5 人。第二個，我們在會議中決定我們事務機定

期報表填寫經費申請的順序，第三個我們也確定了器材訓的日

期。會在下個禮拜一舉辦籌備會；第四個，我們也分配了器材

訓所有幹部們的工作分配；第五個，我們也和課指組的沂娗老

師會去跟他請教教學器材在器材訓教學器材的使用日期，我報

告完了。 

議員質詢 

議員：我想先詢問一下器材訓的內容。 

 

器材部：我們首先會分上午場跟下午場。內容就是會有三關，

然後每一關都會有重要器材的講解會去教你怎麼使用

器材，如果沒有參加的話，你可能會有一定的機率把

器材損壞，或是做了一些東西導致器材要維修或是要

賠償的事情發生，所以我們就會舉辦器材訓。 

 

議員：我想請問一下器材訓是一筆花費然後社團幹訓是一筆花

費，可是器材訓是社團幹訓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要跟社

團幹訓做聯合？ 

 

器材部：我有跟十八屆問過，就是我們覺得因為本身的幹訓再

加上我們器材訓會佔一定的時間，這樣的話可能會導

致社團的幹部們覺得一整天的時間很冗長，就可能翹

掉我們後面的器材訓或是沒有認真聽，導致不太會使

用器材、讓器材受損，要賠償的這個部分，所以我們

自己額外隔一天出來做一個器材訓。 

 

議員：那請問一下，你們說有一定時間，有預計器材訓時間大

概要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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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部：有，我們上午場的時間是估兩個小時；下午場也是兩

個小時。 

 

議員：瞭解。那器材訓到這邊一個段落。在清點器材的一個部

分，你們說有做一個 Excel檔。 

 

器材部：我們這一個禮拜會在群組上傳 Excel檔。 

 

議員：那做了嗎？ 

 

器材部：我今天正在做。 

 

議員：辛苦了辛苦了，那上一屆到這一屆你們的器材交接的

Excel，上屆就有說要做 Excel。 

 

器材部：對，上一屆有說要做，然後這一屆也是，因為我們是

是暑假清點器材，可是有些社團在暑假的時候借了很

多，所以數量又變跟我們點的交上的那個表格不一

樣。在這個禮拜會重新一次跟工讀生清點一次器材之

後，再做一份 Excel。就是正確完整的。 

 

議員：那上一屆的呢？上一屆 Excel檔給你了嗎？ 

 

器材部：都放在 18屆的雲端。 

 

議員：所以你有清點過了？裡面的資料都是正確的？不會多不

會少？ 

 

器材部：對。 

 

議員：你確定裡面的器材都沒有少？ 

 

器材部：我是有清點的時候發現數量不同，我有先把他畫掉，

可是因為我跟工讀生確認的時候，他說因為暑假之後

會有很多社團來借，所以數量會跟我確認的不一樣，

所以他叫我開學的時候再確認一次，做最後一次數量

的統整。 

 

議員：那你們如果上一屆，我這樣講好了，對講機上一屆留 15

台，結果這一屆清點只剩 13台，這兩台你會怎麼處理？ 

 

器材部：我會打在Excel的清單上面寫說我們檢查遺失兩台。然

後會跟課指組的沂娗老師先討論這兩台的去向，看他

知不知道，有沒有再購買這兩台的數量。 

 

議員：為什麼是跟沂娗老師討論？ 



器材部：因為沂娗老師是負責購買器材的時候，要先他跟做一

次確認。 

 

議員：買器材是用學生會費還是用學輔經費？ 

 

器材部：購買器材是先用經費申請填的學生會費，然後他那邊

也有一些。 

 

議員：所以你只是告訴沂娗老師要買？ 

 

器材部：對，我只是先跟他口頭確認。 

 

議員：所以不見得這兩台你們不會去追，因為你們都有編碼，

然後你們在借器材的時候都會說要借第幾台，那你們這

兩台應該要做的事情是要去追查最後是誰借了這兩台，

為什麼會不見，然後叫那個人賠錢。 

 

器材部：對，我忘記講那一點，我們會去跟工讀生確認說到底

最後一次借器材是哪一個社團，會跟他通知說把器材

弄丟，那可能接下來進行的程序就要負責為那個器材

做賠償，跟沂娗老師確認之後就會購買器材。 

 

議員：你跟他要賠償為什麼還要去買？他都要賠給你了？ 

 

器材部：有兩個方案，第一個是他給我們錢，我們部去購買器

材，或是他們自己去負責找器材，可是我們怕，他們

買的器材可能會跟我們需要的不太一樣，我們比較

prefer拿他們賠償的錢拿我們部比較缺的自己去買。 

 

議員：那要做的就是這樣，而不是跟沂娗老師跟學生會跟我拿

錢，他們弄丟就他們負責。 

 

器材部：好。 

 

議員：然後我想要問一下，這個 Excel 檔做好之後要傳給我一

份，OK嗎？ 

 

器材部：OK。 

 

議員：再來是你們的財產預定表有發現問題了？ 

 

器材部：有。 

 

議員：有發現問題那就好，那這一份我就先弄掉，之後再提一

份新的給我。OK嗎？ 

 



器材部：是下禮拜的那個？ 

 

議員：你們下禮拜才做出來？ 

 

器材部：不是，下禮拜不是要開預算會？ 

 

議員：是這禮拜。 

 

器材部：是這禮拜，對不起。 

 

議員：我會請我們的經審暨總務委員會跟你們一起去點器材。 

 

器材部：好。 

 

議員：還有人要問器材部嗎？那我們謝謝器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