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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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常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12月 17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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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睿杰 



時間 108/12/17  18：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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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睿杰 

出席 吳思嫻 、何悰恩、蔡子容、朱巧君、邱于珊、梁世汾、陳紓萱、

許郁晨、呂昱欣、陳映涵、孫懷寬、楊雅筑 

列席 輔導老師 楊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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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長 黎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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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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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部 副部長 劉家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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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 廖倩伶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財務部 幹部 林約慈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財務部 幹部 蔡幸娟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器材部 副部長 蔡昕玹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新聞部 部長 陳昱君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學權部 部長 林聖凱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活動部 部長 常家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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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秘書長 吳欣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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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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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 朱殷、魯子維、張峻諺、翁裴慈、劉宜欣、黃永濰 

缺曠 郭晨溦 

 

 



壹、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19人 

請假：6人 

缺曠：1人 

出席：12人 

法定：9人 

出席率：92% 

貳、主席宣布開會 

現在是 20時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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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議程動議：將活動部報告與財務部報告議程順序對調。 

（舉手決三二決） 

同意：10票 

不同意：0票 

明顯贊成大於兩倍反對，此動議成立。 

伍、活動部報告 

請見附件三。 

陸、秘書處報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hu5NPX5jlHNk-MbbrvdoXUuAt-X3O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8gEu3WViICxBrLgswU2QBRljxO3nY_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qf2ge6a0Lzaw0eumfZikEzw17Ci6GEb/view?usp=sharing


請見附件四。 

柒、人資部報告 

請見附件五。 

捌、社務部報告 

請見附件六。 

玖、公關部報告 

請見附件七。 

壹拾、設計部報告 

請見附件八。 

壹拾壹、財務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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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級代表會報告 

一、 校務會議代表 吳思嫻： 

（一） 總務會議： 

1. 報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1C-jRojh3IZNToqagakpfi6XMXzX_M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LbpddX1uCszJDOLa3pro3-Vm4URBB1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3d7Vuf5AgNoBfZWzSof87rZBuGnFrXS/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c4uIDjFh6RvhmYGKNGFMcoY2j4mJFQ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PQP6cKge-Y7kSd689dvw8r6trC8-d4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0Y-IUdTvsKgQooxw-7WqR8kmQdooI-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h7N0GmeIWN4V_xmT98iAFJWFU0zFpS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bOd2dJvDn2a9Poxi5B3TwnV1Yk0makY/view?usp=sharing


（1） 宿舍 7樓走廊將會增設 LED燈、宿舍房間的紗窗經告知

後可以更改、有關宿舍房間內的十字架之事還需再討

論。 

（2） 總務處希望校內供餐有問題可以直接說、校內供餐問卷

議會請學生權益委員會發、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會有訂

餐 APP。 

（3） 化雨堂布幕開始翻新、自強樓窗戶將會翻新成氣密窗。 

（4） 文瑞樓隔音不佳的教室將會做技術上的更改。 

2. 提案討論： 

（1） 停車場車輛管理要點更改： 

a. 本次對象為日間部。 

b. 退費的條文事後會補上。 

c. 條文內容與夜間部相同、退費方式與學雜費相同。 

d. 定修改財產管理與盤點作業規定的草案。 

3. 推廣事項： 

（1） 立中柱：由某位老師提出。 

（2） 學校提倡完全無菸校園： 

a. 學校作法：將吸菸亭拆除。 

b. 反對意見：因為沒有規定的吸煙場所只會造成隨地亂吸 

     菸的亂況。 

c. 推廣方式：學生議會秘書處發相關文章、可辦討論會 

     議。 

 

 



壹拾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會行政中心 學權部 部長 林聖凱 

案由：茲擬訂《更換學權部正副部長》，敬請公決。 

說明：因部內人事異動，所以從留部人員中遴選出新的正副

部長，詳見附件十二。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法規委員會召集委員 蔡子容 

 案由：茲修改《日間部學生自治事務選舉罷免辦法》，敬請 

             公決。 

 說明：詳見附件十三。 

 二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進入三讀。 

 三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法規委員會召集委員 蔡子容 

案由：茲修改《文藻外語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敬請公 

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8EJMXrO5HZ_9C1lVblzta37qjzlT0He/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ouLeW8gGZhc-JgqHcUduc0nO53PP3Lrtdldbuukrok/edit?usp=sharing


說明：詳見附件十四。 

 二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進入三讀。 

 三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法規委員會召集委員 蔡子容 

 案由：茲修改《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費補助細則》，敬請公 

             決。 

說明：詳見附件十五。 

 二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進入三讀。 

 三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法規委員會召集委員 蔡子容 

案由：茲修改《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議會組織法》，敬  

            請公決。 

說明：詳見附件十六。 

 二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3obyPi9dLO4ckW6faowEFZqp5CW5gOP0oa6qJ0-ByJ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MF1wtf7XSufPnGvp0xBPKzt7TfqJ8qpsX4-z5UnuIw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8SoTr0zDKHN0uY1dA14SX1ztoiQGljDa29jXkgsceaE/edit?usp=sharing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進入三讀。 

 三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法規委員會召集委員 蔡子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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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件十七。 

 二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進入三讀。 

 三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法規委員會召集委員 蔡子容 

案由：茲修改《文藻大學學生會學生議會經審暨總務委員會  

            組織規程》，敬請公決。 

說明：詳見附件十八。 

二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f7AonaS92wbkIReqnk2B7qTJh07gkEkBw8yQbYTYyQ/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nxe81L9ay5NHcOCrkndlF63Ky7gTtii9eQCB-Jnkvbo/edit?usp=sharing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進入三讀。 

 三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法規委員會召集委員 蔡子容 

案由：茲修改《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敬請公 

            決。 

說明：詳見附件十九。 

 二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進入三讀。 

 三讀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議長 吳思嫻 

案由：決議下學期第一次常務會議、第一次決算會及第一次 

            預算會時間。 

說明：無。 

  議員：2/18 18:00~20:00（常務會議） 

   2/20 17:00~18:30（決算會） 

   2/24 17:30~19:00（預算會）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UuIOJWA7fiXHl5MyKa3Ryw8FwcP-2ozYT4np2gXqLAc/edit?usp=sharing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壹拾陸、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議長 吳思嫻 

案由：茲請同意學生議會-研習經費之細目預算。 

說明：起初預估總額為三人之研習經費之上限，研習預算總額

為 14550元。學期初至目前為止之花費為 4555元，但已

達兩人研習次數。在過去第二次核心會及第二次例會中

都有提及議會人員需要更多參與校外研習之經驗以增進

處理會內事務之知能。因此希望能夠在使用此筆預算時

不需限制人數，唯總花費不超過該活動預算上限即可。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壹拾柒、聲明與補述 

無 

壹拾捌、散會 

現在是 20時 19分，主席在此宣布散會。 

 

 

 

 

 

http://wenzaostudentunion.weebly.com/uploads/5/2/9/7/52978857/187664_%E6%96%87%E8%97%BB%E5%A4%96%E8%AA%9E%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6%9C%83%E9%A0%90%E7%AE%97%E6%9A%A8%E6%B1%BA%E7%AE%97%E6%B3%95.pdf


  

圖一、主席宣布開會。 圖二、秘書紀錄。 

  

圖三、正副會長報告。 圖四、活動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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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