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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人數：19人
請假人數：6人
缺席人數：1人
出席人數：12人
法定人數：8人
出 席 率：92%

貳、 主席宣布開會

現在是17:03分，主席在此宣布開會。

參、 社務部報告

請見附件一。

肆、 秘書處報告

請見附件二。

伍、 活動部報告

請見附件三。

陸、 新聞部報告

請見附件四。

柒、 設計部報告

請見附件五。

捌、 學權部報告

請見附件六。

玖、 人資部報告

請見附件七。

拾、 器材部報告

請見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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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財務部報告

請見附件九。

拾貳、 公關部報告

請見附件十。

拾參、 正副會長報告

請見附件十一。

拾肆、 議長報告

感謝今天大家來參加這次的會議，今天的會議會比較長，請

大家加油，然後我們有議會辦公室了，我有傳到群組你們可

以看一下這個影片。預計這禮拜五的一點到五點我們都會去

打掃，如果有人有空想一起來幫忙打掃整理得可以一起來。

這個房間在學生活動中心的四樓。

拾伍、 副議長報告

我們可以申請筆電還有電子簽到板，想問大家有沒有推薦哪

一牌的? 

吳思嫻: ASUS。

拾陸、 各項活動召集人工作進度報告

1. 校務座談會: 第一個是有人反應五專部低年級的英語課程難

度太低，想要提高難度，第二個是有人反應五專部低年級的

通識課程問題。然後大學部的部分是關於外語課程內容安排、

低年級跨部選修、通識課程問題、師長教學問題、教學評鑑

問題、行政問題、畢業門檻問題、英文系實習問題。學校方

面的話有設備問題、行政問題、環境問題、請假問題、午休

問題、外掃區問題、社團規定問題、圖書館設備及系統問題、

網路問題，以及體育教學中心的課程安排問題。還有還未整

理好的像是學餐價格不穩定的問題，畢業公演補助過少，以

及在校務座談會當天會上台報告的五專低年級午餐外出問題。

2. 孟德斯鳩: 我們預計是在6/2和禮拜日6/3禮拜一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與孟德斯鳩共遊暨校外參訪的活動，我們所有的

資料都會在107-2的孟德斯鳩資料夾裡面，現在企劃書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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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過，預支的錢也已經拿到了。

3. 傳承營: 我們之後會有一個傳承營，預計是在七月，然後辦

在高雄，詳細的企劃書還沒有確定好。

4. 議表人才: 我們從以前開始就有舉辦議表人才的活動，去年

是國際週，今年是議週，議週像時事的討論，小至你的身邊，

大到校園，到社會都可以討論。我們主要是辦四天，三天的

講座，一天的咖啡廳，其中一天的講座是跟台大合辦，主要

是在講社會科學的。有一天是在講性別平等的，性平的話是

邀請到我們性平活動的召集人，楊智達講師，他本身對於這

方面有很深的研究。還有一個是社會青年參與，這是最符合

議會的主題，因為我們是青年，我們要投入的就是社會參與

的部分，會邀請到的是一個協會的秘書長，他也是盡心盡力

的在投入社會議題的討論。目前剩下文宣以及最後的講師確

認。

拾柒、 各委員會進度報告

1. 法規委員會: 我們等一下會提出法規標準法跟行政中心組織

法的提案，之前第二次常會的簽呈已經給我們的指導老師簽

完了，之後會跑課指組。

2. 學生權益委員會: 我們這學期有一個活動監督，我們也陸續

去找各個活動的監督事項填起來了。

3.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提案是《文藻外語大

學學生會學生社團經費補助細則》，主要就是要讓作業比較

有效率，把一些程序修改，還有一些明定交通費這種的法規

修改。我們後面還有一個提案是關於研習經費，如果大家想

去研習都有補助。

拾捌、 校級代表會報告

1. 人文教育學院：我5/16要開一個人文教育學院的院務會議，

主要是在討論 108-2他們創新課程的東西。然後我5/17要

開總務會議，有甚麼提案都可以來跟我說一下。

2. 衛生會議：這禮拜二的時候我有開衛生會議，學生保險有去

邀標，有兩家，一個是大約一千六，一個是大約一千八。因

為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是只有簽約一年，所以這次邀到的價格

比較高，我們後來委員投票會優先議價的是一千六那個三商

美邦人壽，規格比較符合我們學校內部的保險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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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玖、 秘書處行政工作報告

我們會開始做勤缺紀錄，然後會考慮設獎懲的法規。我們現

在每周都會發文，這周預計的發文是秘書處的徵才活動，那

這方面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因為秘書處人很少。下

禮拜開始就會是一系列議表人才的宣傳活動，還會進行這個

部分的細項宣傳之類的。

貳拾、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者:陳翊熏

案由:《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學權部學權案件處理規則》茲增

訂,敬請公決。

說明: 無

       一級修正

       提案人: 馬佼廷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八條，行政決策會議改成最高級會議。

       表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決議 : 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蘇于晴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九條，依法改成依本規則第十三條。

       表決:

同意:1人

不同意:0人

決議 : 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莊雅薇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十二條，該行政單位改成該校方行政單位。

       表決:

同意: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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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2人

決議 : 此修正動議不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蘇于晴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十二條，該行政單位改成該校內行政單位。

       表決:

同意:4人

不同意:0人

決議 : 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莊雅薇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二十條，學學權部改成學權部。

       表決: (採聲決)

決議 : 贊成聲浪大於反對聲浪，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馬佼廷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二十條，共同例行會改成學權例行會。

       表決: (採聲決)

決議 : 贊成聲浪大於反對聲浪，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馬佼廷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二十二條與第二十三條，依法改成依本規則。

       表決: (採聲決)

決議 : 贊成聲浪大於反對聲浪，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莊雅薇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二十六條，本通則改成本規則。

       表決: (採聲決)

決議 : 贊成聲浪大於反對聲浪，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林玳薇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二十六條，改成本規則由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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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通過後，經學生會會長公布後生效，並送學生事務處

備查，修正時異同。    

       表決: (採聲決)

決議 : 贊成聲浪大於反對聲浪，此修正動議成立。

表  決:
同意: 2人
不同意: 0人

決　議: 顯然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者: 蘇于晴

案由: 茲修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社團經費補助細則》,敬請公

決。

說明: 無

表  決:
同意: 7人
不同意: 0人

決　議: 顯然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者: 陳民洸

案由: 茲修改《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敬請公決。

說明: 無

       一級修正

       提案人: 吳思嫻

       提案人說明: 第三條改為會長負責領導行政中心。

       表決:

同意:4人

不同意:0人

決議 : 此修正動議成立。

表  決:
同意: 8人
不同意: 0人

決　議: 顯然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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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者: 陳民洸

案由: 茲增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法規標準法》,敬請公決。

說明: 無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莊雅薇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四條，改為本會下列自治規章應經學生議會通過，

由會長公布施行之，若會長未能於法定期限內公布者，由

學生會副會長逕行公布之，並提請學校備查。

       表決: (採聲決)

決議 : 贊成聲浪大於反對聲浪，此修正動議成立。

       二級修正

       提案人: 黃鼎揚

       提案人說明: 針對第四條，學校改成校方。

       表決: (採聲決)

決議 : 贊成聲浪大於反對聲浪，此修正動議成立。

表  決:
同意: 5人
不同意: 0人

決　議: 顯然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者: 吳思嫻

案由: 茲擬訂《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議表人才」議週活動 經費

預定表》,敬請公決。

說明: 無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莊雅薇

       提案人說明: 講師費金額改為 8000元，合計改為 12350元。

       表決: (無議決)

決議 : 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莊雅薇

       提案人說明: 總經費改為 12350元，學生會補助改為 12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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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 (無議決)

決議 : 此修正動議成立。

表  決:(採聲決)

決　議: 贊成聲浪大於反對聲浪，此提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者: 蔡泊沂

案由: 茲訂定《107 學年議會傳承營預算追加案》,敬請公決。

說明: 無

表  決:
同意: 8人
不同意: 0人

決　議: 顯然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者: 蔡泊沂

案由: 茲訂定《107 學年議會研習預算案》,敬請公決。

說明: 無

表  決:
同意: 6人
不同意: 0人

決　議: 顯然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者: 蔡泊沂

案由: 茲訂定《107 學年度議會研習預算案》,敬請公決。

說明: 無

       一級修正

       提案人: 莊雅薇

       提案人說明: 合計改為 16925元，金額改為 16925元。

       表決: (無議決)

決議 : 此修正動議成立。

表  決:
同意: 3人
不同意: 0人

決　議: 顯然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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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壹、 臨時動議

一、

提案者: 吳若薰

案由: 茲擬訂《108學年度社團組織新舊任負責人交接輔導暨交流座談茶會之

經費預定表》，敬請公決。

說明: 無。

表決:

同意: 4人
不同意: 0人

決　議 : 顯然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貳拾貳、 聲明與補述

貳拾參、 散會

現在是20：19分，本席在此宣布散會。

敬 呈

會議主席 學生議會秘書長 學生議會議長 學生會會長 議會輔導老師

附件一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 S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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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17：00～21：30

質詢對象 社務部部長 吳若薰

紀錄秘書 邱筱雯

報告 我是社務部的部長，叫吳若薰。接下來是我的期中施政報告。

我們第一個先介紹部門分工，上學期已有一些部員退掉，所以

目前我們只剩下四位，包含正、副部長，只有兩位幹部。接下

來是我們幹部負責的社團，一個人都負責二十幾個左右，是平

均分配。因為這學期比較特別一點，只有四個人，加上都是成

果展。B類很多都是表演性質的社團，大家幾乎都有成果展。

怕輔導社務會太忙，所以我們把 B類分好幾個人，平均四個人

來分擔。接下來是劉家禎，這也是幹部所負責的社團，他主要

是負責B跟 C類；接下來是我，我負責的社團大多都是專科部

跟系學會，還有一些 B類跟 E類的社團；副部長負責的社團是 F

類的比較多。這是我們的會議資料，我們第四次部內會是在3

月22日開的，有一個人請假，我們當時的會議內容主要是有課

外活動線上申請，這學期比較特別一點的是，我們把課外活動

申請的活動計畫書以及活動申請單改成線上的。這樣比較環

保、省時間。然後因為要跟社團開說明會，我們邀請會長跟副

會長一起參加我們的部內會。有一個幹部是新來的，所以我們

有再重新講解活動企劃書、注意事項、簽名流程。我們討論的

事項有：檢查企畫書發現的問題，就是大多數社團比較容易犯

的問題、課外活動線上申請說明會的時間，我們原本第一次也

已經準備好，但是因為遇到流感，所以我們取消，之後我們還

有補辦一次。那再來是第五次，是我們上個星期五開的，也是

有一個人請假，活動照片的部分是因為當時秘書還沒有傳給

我，所以沒有特別放。討論的內容也是課外活動線上申請的注

意事項，因為有一些社團他們不太清楚流程，導致一直退件、

延遲。還有活動企劃書注意事項，我發現我們的幹部有不小心

改錯，導致後來又要退件，造成延遲，對社團這部分蠻抱歉

的。所以我們還是會提醒。期末社辦大掃除跟社櫃整理規劃還

有107-2的活動計畫。那討論事項的話，我們就是有討論最近

使用線上申請遇到的問題，還有我們部內一些問題的檢討。這

是一開始期初的時候辦的春季徵才籌備會，這是在2月26日，

這是在行前會的部分，再來是檢討會，還有活動相關。這兩張

照片分別是活動部面試、面試官討論人選的時候。然後這是我

們的 PDCA，我們活動預期效益是希望透過面試可以讓學生會有

新血加入，這次的面試是關於活動執行的部分，可以讓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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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招新血，讓部門繼續傳承。問卷分析，我們這次參加的人

數不多，有分為非常滿意跟滿意這樣，大多數的人都是填非常

滿意、滿意，沒有到普通跟不滿意。所以不是都是100%。改善

建議是，原本想說人很少，所以可以同時一起， 可是發現還是

有人會在外面等，下次會避免太多人一起同時面試。還有加強

徵才的宣傳，提前找好工作人員，面試的空間我們是借在這邊

的這種教室，還是發現一個教室分三個部門還是有一點太小，

所以我們下一次會再改。

議員質詢 議員:你們不是有那個線上申請化的SOP分享到 LINE群組。我

想請問，你們有沒有打算放到課外活動指導組的網站還有會網

上？

社務部部長:目前是沒有。可是下學期都會全部採用線上，還會

再跟老師討論。

議員:那之後會把它放上去嗎?

社務部部長:還會再跟老師談。

議員:那請問你們這一個需要立法嗎？

社務部部長:這學期暫時是測試的狀況，還是實驗階段。下學期

如果要改的話，會再改。

議員：倒數第二頁，C的 Check是你活動前最後的企畫書修改

或經費追加，而不是事後的問卷分析。那時候去全學評的評審

說的。

社務部部長:好

議員:那你要不要在跟內部確認一下?

部長:你是說活動經費嗎？

議員:那個 Check是指你辦這個活動，你的企劃有沒有要做最後

修改、或是說你的經費有沒有要做最後追加。

部長:好，那我先說明一下，我們這一個活動是沒有經費的。那

計劃書是最後有修改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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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 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17：00～21：30

質詢對象 秘書處處長 陳睦涵

紀錄秘書 邱筱雯

報告 大家好，那接下來由我為各位報告一下秘書處這個學期的施政

報告。先介紹一下秘書處主要的人事配置，主要是協助人資部

然後執行監督。這學期的話總共有五位秘書，每位秘書都會分

配到兩個當各部門的輔導秘書。這學期秘書處目前開過一次處

內會議，在下個禮拜五5月17號會開第五次處內會議，第一次

處內會議的話，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學期有新招兩位新的秘書，

主要就是，跟秘書處內直接聯繫討論，這學期的輔導秘書的分

配狀況和一些注意事項。應到人數是5人，實到人數 4人，出

席率是80%。這學期秘書處主辦的活動有會員代表大會跟行政

幹部會議，還有，跟全校性的社團評鑑。社團評鑑的話是在6

月29號禮拜六，這個學期末的禮拜六。我們是跟社務部一起合

辦，時間是在下午的；那早上的話，我們是跟社務部一起合

辦，主要是社務部主辦，秘書處是協助幫忙。就是主辦新舊任

負責人交流茶會，這個活動是早上的時候會舉行。目前活動的

會議狀況是有舉辦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之後6月29號的全校性

社團評鑑的籌備會，我們預計是在五月底的時候會開會。那會

員代表大會的話，目前有開檢討會議、行前會議跟檢討會。都

是應到人數5人，實到人數 4人，出席率都是80%。這是我們在

4月11號跟全校社團開的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的會議照片。以

上是秘書處的報告，謝謝。

議員質詢 議員：為什麼你們沒有簽呈掃描、錄音及會議紀錄？

秘書處處長:之前我們是在會員代表大會上才知道要錄音，所以

我們之後會補上這個部分。

議員：我想補充一下，我看你們 4月11日之後的會議都沒有錄

音檔上傳。

秘書處處長:好，這個部分，因為我們有請秘書錄，然後他們還

沒有上傳。

議員：然後簽到單你都沒有掃描。

秘書處處長:可是我們簽到單會留著紙本，但不會掃描。

議員：要掃描。

秘書處處長：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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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不好意思，想請問我跟你要的資料，什麼時候才有辦法

補？

秘書處處長：今天我會給你。其實我們雲端後面都有。

議員：我們去找都沒有找到。

秘書處處長：在計劃書後面。

議員：好。

秘書處處長：沒關係，我再給你。

議員：我想請問你們各部門的會期是都一學期為會期，還是以

全年？因為我看你們部內會從 107-2都是第六次或第七次，不

是從第一次開始。

秘書處處長：我們是一年這樣子。

議員：我看有些部門他是這學期就變第一次部內會，沒有統

一。

議員：會期的部分可能要跟議會統一。

秘書處處長：是說如果我們之後如果要開部內會的話，是以一

學期為計算，還是以一學年？

議員：因為你們有些部門很不一樣，你們有一些部門變一學

期，有些則是一學年。所以可能到時候要再請你們統一一下。

秘書處處長：好。

議員：社團評鑑怎麼會變成秘書處在處理？

秘書處處長：一直都是秘書處在處理。

議員：可是法規上面寫說是社務部。

秘書處處長：是嗎？

議員：所以可能要再麻煩修法了。

秘書處處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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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17:00-21:30

質詢對象 活動部部長 林家漢

紀錄秘書 顏冠如

報告 大家好，我是活動部部長林家漢，我要來報告施政報告。這是

我們這學期的人事配置，有五位幹部和正副部長。這是我們這

學期會舉辦的活動，有昨天所舉辦的旅遊講座還有下禮拜三會

舉辦 iLook電癮派對，還有6/12與公關部一起辦的音樂祭。因

為我們的活動都是在施政報告之後，所以就沒有辦法。

議員質詢 議員：你們市集音樂會為什麼後來沒有辦？

活動部部長：後來因為要舉辦音樂祭，它也會有市集，所以我

們就沒有舉辦了。

議員：旅遊講座的籌備會沒有會議記錄。

活動部部長：會議記錄嗎？好，我會補。

議員：你們雲端上 iLook、部內會、旅遊講座籌備會都沒有會

議記錄，可能要再麻煩你補一下。

活動部部長：好。

議員：那這些活動的那些籌備會的會議都是秘書處去幫忙的

嗎？

活動部部長：對。

議員：好。

議員：那大家還有問題嗎？沒有的話，我們謝謝活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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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 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17：00～21：30

質詢對象 新聞部部長 陳昱君

紀錄秘書 吳思嫻

報告 這是我們寒假開始部內會的出席情況，我們幾乎是每個月月中

都會開一次。這是第一次部內會，在2/17的時候，線上舉行，

應到人數8人，實到人數7人，那一次我們討論了人事上的異

動，和問卷調查的結果，大家討論一下內容還有各組固定工作

事項，最後是季主題與活動討論。這是第二次部內會的部分，

是在3/14舉行，那次討論的事項有學習工作的分配還有季主題

的流程，就是我們5/6的演講活動進度報告。這是我們上個月

開的第三次部內會，那次討論了部內的作業進度報告，還有三

月份個人的自我檢討。這是我們星光講座的籌備會，因為我們

講座剛舉行，所以還沒有檢討會的部分，籌備會的重要事項有

各組事情籌備事項還有活動當天的工作內容。行前會也是差不

多，就是大家再報告一次事項，然後這是我們 4/15的透卡活

動，我們總共發行了六款，裡面有五款已經預計這學期會全部

發出去，然後有一款會留給紀念的新生，裡面會有新生專題的

部分。這是我們發行透卡的一些數據，然後我們跟學活的值星

處進行第一次兩款發佈，這是我們發佈當天下午五點會根據訪

客人數的統計，不重複訪客的部分增加了10%，點擊率當天也

增加了15%，當天不重複訪客點擊人數一個頁面平均點擊人數

也增加了2.3人，上升了23％，然後開銷的狀況是預估 3500

元，實際支出為 3117元。這是我們目前第一個月　三月到四月

粉專進入情形，我們上個月整個按鍵數大幅增加23%，觸及率

也增加了79%，點閱率增加了8%，我的期中施政報告就到這

裡。

議員質詢 議員：你們第一次部內會的廢掉核心制度是什麼？

新聞部部長：這是我們第一個學期的時候其實我們有跟校外報

導、資訊、公關設了組別，然後當時有各設一個小組長，但是

因為我們上學期人力銳減，所以就直接由正副部長管理，就沒

有小組長。

議員：你們公關小組的工作內容其實設計部可以做，那為什麼

不給設計部做？

新聞部部長：因為公關小組的內容其實不只包括設計層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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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設計部還包括整個學生會的活動去設計及活動懶人報，所

以其實他們工作量很大，那我們顧慮到效率，所以我們公關部

會自己設計一些文宣，然後我們其實也有撰寫文案和管理

Dcard、粉專這些工作內容。

議員：你們說有辦活動是？

新聞部部長：星光講座。

議員：我們委員會這邊要統整所有過的活動，可是沒有收到你

們的活動。

新聞部部長：對不起那時候沒有注意到，那我之後補上嗎？

議員：那我之後再給你資料

新聞部部長：好，謝謝。

議員：我想請問為甚麼你們會人力銳減？

新聞部部長：其實是因為我們上學期部員是大學部或是專科部

高年級學生，後來因為是去交換或是實習的工作，加上新招的

人也沒有很多，所以最後決定八個人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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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17：00～21：30

質詢對象 設計部部長 李宜庭

紀錄秘書 楊子萱

報告 我們這邊是設計部。然後我們的施政報告，主要內容是，首先

我們部內人士配置，我們主要的工作項目是海報設計跟懶人包

的設計。目前我們有做了兩份海報，分別是旅遊講座跟三合一

選舉的海報，然後除了這兩份海報之外呢，我們還有一份學權

部、活動部、人資部的海報尚未完成。

目前我們製作過懶人包設計是春季徵選的懶人包，有分別介紹

公關部、秘書部，然後財務部跟社務部的介紹。我們預計下一

次的部內會議，會在五月十七號舉行。以上就是設計部的施政

報告，謝謝。

議員質詢 議員：大家有問題嗎？

議員：不是，你們的法規上面寫你們會有正副部長，可是我看

你們的 PPT，上面沒有副部長。

設計部部長：因為我們的人比較少，只有三個人，所以我們覺

得一個部長就可以了。

議員：那我們會建議到時候就是可能要修法。

設計部部長：所以就是覺得需要再新增一個？

議員：看你們是要需要修法 ，還是再找一個副部長。

設計部部長：喔～好好好，我們會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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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 17:00-21:30

質詢對象 學權部副部長 葉旖旎

紀錄秘書 楊子萱

報告 這邊是學權部，我是學權部副部長葉旖旎，以下是我們的施政

報告。我們這學期先開了兩次部內會議，一次是三月十五號一

次是四月十九號，然後討論我們目前案件進度跟活動進度，我

們預計下一次的部內會會在這周五再開一次。

接下來，我們也會在這週開了兩個活動的籌備會這樣。

然後，我們目前這學期的人事異動，是我們有兩個部員離開，

離開學權部。我目前是學權部副部長然後我接了行政的工作。

這學期我們總共收到的案件有。我們表單收到的意見總共有七

件，分別是教師評鑑、獎學金、服務時數登錄、學餐，機車停

車場，新大樓的熱點跟一些教學的問題。

然後我們目前準備結案的是教學評鑑、獎學金，還有服務時數

登錄的案件；我們這幾個案件，會在校務會議上提出一些內容

之後再進行結案。我們下面這四個案件分別不受理的話，我們

會在總務會議上提出我們的案件內容；所以我們會等到那個結

果出來之後把那個報告回報給中心，就不會做進一步的受理這

樣。那這些問題也是。然後接下來，我們這個學期分別有兩個

活動，一個是講座，和之前有辦過的世界咖啡館。

那講座的話，我們是辦在六月五號，目前籌備的進度是已經邀

請講師，然後要開始宣傳，講師我們是邀請到文藻校友，同時

也是人權律師的黃志豪律師。

接下第二個活動是世界咖啡館，辦在五月二十二號，然後這個

活動也是由之前一樣的形式進行。

我們四個主題是廢死、空汙、古蹟保存，還有最近比較熱門的

議題-新聞審查。我們這個也是現在要準備宣傳，然後桌長和主

題都已經決定完畢。好以上就是我們的施政報告。

議員質詢 議員：那請問，有同學反應那個 etag，就是逼卡的有問題，所

以有沒有處理？

學權部副部長：有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機車停車場問題，裡面

涵蓋了為什麼不能感應停車證、機車停車格大小、逼卡很慢然

後還有一些 etag使用過後的問題，我們會在五月十七號總務會

議提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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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那個你們四月十九號的部內會的那個紀錄，好像還沒

有？

學權部副部長：對，我們現在還沒有紙本。

議員：就是你們老師的案子…

學權部副部長：就是我們之前有受理的是鄧文龍老師的教學評

鑑案，然後那個案件我們不是有請召委幫我們收集一些上課的

內容這樣子，可是我們整理之後我們給柏宏老師看過就，柏宏

老師說就是那個內容的話其實不建議我們再去跟通識教育中心

那邊要求對他進行懲處，因為柏宏老師也覺得其實那個內容就

是正常上課內容而已，就是因為個人感受不一樣，然後我們會

採取另一個方案，就是他們有一個教學問題然後我們會在教務

會議上提出就是說希望可以把那個教學成果評量結果放大化像

大家現在填這一份就可以在，呃…就是因為像現在那個在教學

評鑑裡面佔一點點的部分然後我們希望可以讓他的成效放大之

後可以達到真正學生對老師的意見可以真正的，筆記讓我們的

意見可以具體化，讓老師可以改進這樣子，所以就是往另一個

方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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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會議名稱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

質詢對象 人資部 部長 黃琬晴

紀錄秘書 王映婷

報告 接下來我是人資部部長黃琬晴，然後以下是我們這次的施政報

告。這次人資部總共有 4個人，部長、副部長各一位，然後兩

位幹部，然後這是幫忙協助一些值星簽到單還有勤缺抽查等。

然後開學到現在我們開了2次部內會，第3次部內會會在新生

甄選的活動計劃書過了之後我們才會籌備第三次。然後等到之

後也會開始開下一屆新生徵選的籌備會行前會這些。然後目前

是沒有辦活動的狀態，然後新生甄選正在籌備當中。然後請假

申請表單跟上學期一樣，然後因為到目前為止活動沒有辦太

多，所以我們就先還沒有進行抽查會議的簽到單或者是活動的

簽到單。然後我們有幫忙協助就是抽選工作人員，就是5/4的

時候有抽選活動部的 iLook的活動的工作人員，然後昨天也有

幫忙學權部抽選世界咖啡館的工作人員。然後執行討論的時候

是在學期初的時候是秘書說他們有新的幹部，然後我們就是進

行第一次的交流，就是教秘書處的新幹部如何值星，然後還有

把上學期的問題提出來解決之類的。因為目前沒有辦活動，所

以沒有開銷狀況，但是那個新生甄選有開銷狀況，就是可能要

到期末施政報告才會報告，因為現在都沒有辦活動，好，那就

這樣，謝謝大家。

議員質詢 部長：有沒有什麼問題？

議員：請問你們第六次部內會的會議紀錄，因為我看妳那個下

面頁尾是用到社務部的東西，所以可能要記得改。

部長：好。

議員：然後還有我看你的會議紀錄，第7次的會議紀錄，就是

它下面有那種附件，然後附件就是，為什麼上學期的活動放到

這學期的 ppt？

部長：喔那是因為我要教他們如何做。

議員：嗯。

部長：就是，我再重新講一次。就是我們上學期的活動這種

PDCA這些基本上就是我跟副部長在弄，然後我們這次是希望可

以讓幹部們也實地參與，然後如果有要留下一屆的也會更熟悉

作業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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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然後我想問你們，每周的值星有簽到嗎？

部長：嗯，是兩週一張簽到單。

議員：那我建議你們要有這個的報告，這樣比較好。因為像我

們秘書會有。

部長：好，那我可能之後會一起掃描進去。還有人有問題嗎？

議員：沒有問題了，謝謝人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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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會議名稱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

質詢對象 器材部 部長 陳柔絃

紀錄秘書 王映婷

報告 我是器材部部長，然後今天是由我來進行報告。然後這張是我

們這學期的人事分配表，然後是分成三個組別來呈現我們的工

作，工作內容就以下這些。這是我們的負責人順序，到今天為

止我們的日常工作除了值星之外就是這個，12到 2月份包錶費

以及一些器材的購買。那開會狀態是，部內會總共兩次，然後

每次都是100%的出席率。活動的開會狀況總共是3次，每次也

都是100%的出席率。會議主要的內容就是以下這些，這是活動

部份的。好，那我們這學期辦的活動就是『化雨堂主控室操作

及動線佈置證照研習營』，那這些就是參加人數、所用的經

費，還有他的整體表現、滿意度，然後這是我們活動當天的照

片。這是我們的 PDCA檢核表，這個檢核表我還沒上傳到雲端上

面，因為那天在做的時候我忘記上傳，所以之後會再補傳，不

好意思。這是經費使用的部份，大部分都是以學輔經費來支

出，只有講師費是用學生會費的部份。器材購買的也是，我們

現在正在進行購買電風扇，然後會以學生會費支出，那包錶費

也是像以前一樣用學生會費支出。這是活動經費的表格說明，

請大家看一下。這是器材購賣的部份，其他器材都是以以前的

器材罰款來付，所以只有這個會有表格的說明部份。這是包錶

費用的經申跟支出，然後這是化雨堂活動的問卷說明，謝謝。

議員質詢 議員：大家有問題嗎？

議員：麻煩幫我到 ppt第四頁，你們開會狀況應該是學年度第

二學期。

部長：不好意思，打錯了。

議員：那再麻煩妳更改。

部長：現在嗎?

議員：之後再上傳。

議員：好，我想問你們，雲端上沒有107-2文宣報廢表的紀

錄，覺得是目前還沒有認識的學生紀錄還是還沒有上傳？

部長：大部分那邊就是工讀生會整個學期他們報廢完後跟我們

說有人寄，然後我們會再去期末會議。

議員：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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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對。

議員：好，謝謝。

議員：那個，妳 PDCA的那個，C應該不是問卷調查的結果，是

妳活動中確認的結果，就是不應該放妳那個問卷調查，就是那

根本不是問卷調查。

部長：妳是說格式嗎？因為我們上一屆也是用這個。

議員：那之後可能要跟內部溝通一下，因為那個 C是指活動企

劃書最後的修改或經費最後的追加，而不是活動結束後的問

卷。

部長：好。

議員：那妳要不要跟部內討論一下。

部長：好，我再跟部內的說。

議員：好啊。

部長：還有問題嗎？

議員：那謝謝器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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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17:00-21:30

質詢對象 財務部部長 徐誌彬

紀錄秘書 羅艾文

報告 這是我們的施政內容，我們在3/25有一個開會，是討論這學期

的工作分配內容。這學期的活動成效有新增核銷表格，預計舉

辦的活動有畢業公展補助和行政補助款發放，然後這是我們這

學期的表格，就是多一個學生會會長的，然後輔導老師，再來

是領用記錄表。好我的報告就這樣。

議員質詢 質詢：

議員：你們前面開會的出席率是9分之4，是沒有到開會人數

標準的，你們知道嗎？

財務部：知道。

議員：那人數如果沒有到的話應該是沒有辦法開會的。

財務部：因為我們還是必須要有一個工作分配，然後我們預計

下一次的開會是下個禮拜五的晚上。如果我們這個不放上去我

們沒有開過任何一次會議。

議員：那下次開會要盡量找一個時間讓你的部員們都有辦法可

以到。

財務部：好。

議員：月收證明是不是應該要在每個月的10號之前上傳？然後

1月份到3月份的可能要補一下。

財務部：因為繳交率這個禮拜才出來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做任

何社團的一個形式。

議員：大家還有問題嗎？

議員：畢業公演還有行政補助款預計什麼時候會發放？

財務部：畢業公演基本上應該是學期末之前，然後行政補助款

預計是下個禮拜就會開始發放。

議員：請問你們107-2的那張明細上傳了嗎？

財務部：107-2那張明細應該是還沒上傳，我回去會再和他們

講。

議員：你們目前做到幾月份的？

財務部：目前只有學生會會內的。

議員：那就放你們目前的紀錄。

財務部：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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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 17:00~21:30

質詢對象 公關部部長 涂予瑄

紀錄秘書 楊子緣

報告 這是我們這學期的期中施政報告，首先是我們部內分組，我們

有分三個組別，一個是做畢業贈禮的組別，第二個是跟活動部

一起擺攤市集的，第三個是負責寫一些特約商的文章還有去支

援其他兩組的。以下是我們的部內開會的紀錄，接下來三次部

內會的出席率都是100%，這是第一次的部內會，然後這是第二

次，有再調查幹部有沒有要續留學生會，還有各組進度報告，

第三個的話是3/28開的畢業贈禮籌備會，基本上就是討論要製

作甚麼東西為畢業贈禮，也詢問看看幹部們有沒有一些比較好

的意見，也可以提供給我們。然後這個是我們特約商專欄目前

進行的狀況，第一個是浪味麻辣手作料理，就是抽獎活動已經

辦了，大家也都來領獎了，然後五月跟六月的話還沒有確定。

那就是在粉專上面有發文，這是跟新聞部一起合作發在會網上

面的實體，就是新聞部製作的影片。這是畢業贈禮，我們這次

做的贈禮是環保餐具，然後外面是有一個布袋，布袋上面有印

學生會的標誌，預計會是5/17拿到贈品，5/27到畢業典禮之

前會再定期通知時間給畢業生，請他們來領取。這是我們這次

贈禮的設計圖，然後這是我們的活動，跟活動部一起合作的活

動，活動的日期是6/13禮拜三，目前招募的廠商是以下這幾

間，還會大概再增加一兩間，還不確定，所以沒有打在上面，

謝謝。

議員質詢 議員: 那個，你們畢業贈禮是只有參考幹部的意見嗎?

公關部部長: 嗯沒有錯，然後也有去參考一些畢業生的意見，

就是有去問一些我們比較認識的畢業生。

議員: 那請問你們現在有副部長嗎?

公關部部長: 副部長目前沒有。

議員: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法規是上面有寫副部長這個職位，建

議你們看是要修法或是怎麼處理，看是要幹部改成副部長之類

的。

公關部部長: 已經有改過了。

議員: 所以網路上那個是舊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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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部長: 應該是，我們在期初的時候有提過。

議員: 那一次的是錯的格式，所以被打掉，因為你在法規下面

附上經費預定表，所以那個提案沒有過。

公關部部長: 好。

議員: 那可能要請你們再提一次。

公關部部長: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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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會議名稱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地點 莊敬樓S301

會議時間 108年 05月 09日(四) 17:00~21:30

質詢對象 會長 趙儀

紀錄秘書 楊子緣

報告 這是部門概況，沒有的就只有設計跟公關，然後下一屆的目前

都已經找好了，下一屆會長是現在設計部的部長，跟現在學權

部的副部長，他們是銜接下一屆的正副會長。這邊是會代的出

席率，核心會議的出席率，然後這邊是已經確定要舉辦的活

動，這邊剛剛前面都有提到過，然後這邊，那個人資部的昨天

已經確定會辦在6月5號，就是跟高年級的那個成年禮是，

對，反正就是下一周，這邊畢業贈禮剛剛也有提到，特約商市

集也都是剛剛都有提到，他們都是這禮拜或是上禮拜確定，然

後這個 PPT是在更早以前就做好了。這個是新聞部的透卡發

放，然後這個透卡發放除了會放在那邊給學生拿之外，如果有

辦一些活動也會一起發放，春季徵才，然後會代，這都老樣

子。這個的話呢我們之前原本有提過一次就是每個部門都有提

案，然後後來我們有統一再重提一個，所以這邊是新的，就是

到時候開會會一起核銷。

議員質詢 議員: 你們第十七次那個核心會議，未達法定開會人數。

副會長: 好。等一下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5月30號我們會開

行幹，然後5月29禮拜三的18:00到 19:30是會內會議喔，大

家都要來喔。就這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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