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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受 文 者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全體議員 

會議名稱：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一次臨時常務會議 

會議日期：107 年 12 月 4 日（二）、107 年 12 月 5 日（三） 

會議時間：17：30～19：00 

會議地點：107 年 12 月 4 日（二）自強樓 F302  

        107 年 12 月 5 日（三）文園 W005 

會議目的：行政中心各部門施政報告及議會質詢。 

主        席：學生議會 議長 蔡泊沂 

出席人員：蔡泊沂、莊雅薇、蘇于晴、徐彗心、呂璦宇、簡廷軒、陳

民洸、林玳薇、陳映涵、孫懷寬、林佑芯、丁莞書、甘

琍君、黃鼎揚、吳佳倩、葉俞均、吳彥陵、劉立晴、呂

珈稜、許曉琳、柯芷萱、羅茜、馬佼廷 

列席人員：輔導老師 李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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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會長 趙儀 

學生會 副會長 廖婉茹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器材部 部長 陳柔絃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器材部 副部長 毛姿婷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活動部 部長 林家漢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活動部 副部長 林郁萱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財務部 部長 徐誌彬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財務部 副部長 陳思雅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公關部 部長 涂予瑄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公關部 副部長 李百喬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設計部 部長 李宜庭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設計部 副部長 何念蓁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社務部 部長 黃姵晴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社務部 副部長 吳若薰 

學生會 行政中心 人資部 部長 黃琬晴 

學生會 行政中心 人資部 副部長 林明秀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新聞部 部長 林芷儀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新聞部 副部長 余慈宣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學權部 部長 陳翊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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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行政中心 學權部 副部長 葉旖旎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秘書處 處長 陳睦涵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秘書處 副處長 李永紳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長 顏冠如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副秘書長 吳思嫻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蕭敏星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倪敬茵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許馨方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學權委員會 何美萱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學權委員會 邱筱雯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 邱琬媗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 廖卉淳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經總委員會 王映婷 

  

請假人員：葉俞均、劉立晴、陳映涵 

缺席人員：甘琍君、簡廷軒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一次臨時常務會議 － 107/12/4(二)、107/12/5(三) 

4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一次臨時常務會議 － 107/12/4(二)、107/12/5(三) 

5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一次臨時常務會議 － 107/12/4(二)、107/12/5(三) 

6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一次臨時常務會議 － 107/12/4(二)、107/12/5(三) 

7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一次臨時常務會議 － 107/12/4(二)、107/12/5(三) 

8 

 

壹、 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人數：24 人 

請假人數：3 人 

缺席人數：2 人 

出席人數：19 人 

法定人數：14 人 

出 席 率：90% 

貳、 主席宣布開會 

現在是 17:10 分，主席在此宣布開會。 

壹、 議長報告 

請大家專心聆聽，踴躍發言。 

貳、 財務部報告 

參考附件一。 

參、 公關部報告 

參考附件二。 

肆、 設計部報告 

參考附件三。 

伍、 社務部報告 

參考附件四。 

陸、 人資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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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件五。 

柒、 活動部報告 

參考附件六。 

捌、 器材部報告 

參考附件七。 

玖、 秘書處報告 

參考附件八。 

壹拾、 新聞部報告 

參考附件九。 

壹拾壹、 學權部報告 

參考附件十。 

壹拾貳、 正副會長報告 

參考附件十一。 

壹拾參、 討論事項 

壹拾肆、 臨時動議 

壹拾伍、 聲明與補述 

壹拾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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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家好，我是財務部部長，今天要來進行我們的行政報告。這是我們部內的人 

事分配，這是我們的 A 負責人，負責跟社團負責人連絡還有跟幹部的，這些都會 

分開。然後這是我們的會議紀錄，我們總共開了兩次會，第一次在 8 月那時候開 

的，第二次在 10/2 開的。我們目前的活動成效有：更改核銷的表格、還有發佈 

學生會繪製的懶人包，懶人包的目的就是集合學生會會費的繳交率，還有舉辦 

傳承營。再來 12 月底之前我們還會有一個畢業公演補助的活動跟行政補助款的 

發放，然後這些是我們這學期更改的表格，從左到右分別是經審和制度防效跟 

經差表。這是我們製作的懶人包，根據有效率的統計，在這學期初的時候還有 

約略 2～3%的還有來陸陸續續地來繳交會費。然後這是活動的支出傳票跟支出 

表還有我們的 ppt。就大概就這樣。 

質詢 

議員：好，第一個我想先問一下，你們核銷資料可以用立可帶或立可白塗嗎？ 

部長：可以啊，只要有簽署就行。 

議員：就是等於說在那個下面再簽一個小名嗎？ 

部長：就是假如說你用立可帶塗掉之後，如果你有塗改的動作，你要在旁邊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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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那如果說他原本就已經有簽名，然後他塗他的日期，也要在日期下面再 

簽一個名嗎？就是你們有一張圖是你們的資料傳票吧，ppt 第 7 頁，左邊數來第 

二張最後一個呂佳霖嗎？ 

部長：嗯對。 

議員：她有塗改但是她沒有簽名，這個是怎麼樣子看？ 

部長：因為我一開始以為你說的是上面這些數字如果更改的話，那她可能要簽 

名跟押日期，但是她是屬於自己名子寫錯，所以 

議員：所以這塊如果塗改的話，不需要再簽名嗎？ 

部長：額因為這個一開始自己寫錯名字，這下面字寫對，應該也不用再押日期 

。 

議員：那如果以後也有這種狀況？ 

部長：以後有這種狀況，我會叫她在押日期。 

議員：就是在簽一個名字。 

部長：對。 

議員：那，再來，你們的月收支，剛剛前面的工作職掌，對，你們的月收支在 

哪裡？ 

部長：因為我們繳交率是上禮拜才出來，然後我們 9 月、10 月都有一些社團活 

動有繳交核銷資料過來。那些核銷資料我們就無法馬上給出要出納的，就是他 

們總共補助的金額是多少。就是我們會全部的資料確定完之後再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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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那確定時間是什麼時候可以確定？因為那時候，大概 10 月左右吧，有問 

過說是 11 月底可以完成。 

部長：因為我們後來學生會費是收到 11 月底，11 月底有時候還有一些人來繳交 

學生會會費，像是童軍社，他們過來又補了 3 個，還有一些社團，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就這幾個。然後可能會延遲到 12 月底。 

議員：12 月底才能完成？ 

部長：12 月底之前。 

 

議員：可以訂一個確切時間嗎？ 

部長：我看一下，大概 12 月 15 

議員：好。那 12 月 15 我會再看你們有沒有上傳雲端跟會網。會網是不是也要上 

傳？ 

部長：對。 

議員：好。12 月 15 號。預計什麼時候會發放補助款跟畢業公展演的補助？ 

部長：畢業公展演我們這邊只收到了 3 份而已，我們只收到了日文、法文跟英文 

而已。那其他人我們還會再進行連絡，因為有點太慢了。行政補助款估計會在 

12 月 20 發放。 

議員：所以畢業公展演是要等他們確認完在發放？ 

部長：應該在星期五之前就會跟負責人連絡了，不然會影響其他那些繳交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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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權益。 

議員：再來另外一個就是登帳負責人，這個一樣是有跟月收支有關嗎？ 

部長：對。 

議員：所以一樣包含沒有 

部長：他登上去的就只有學生會跟學生議會 

議員：那在哪裡找的到？你們雲端嗎？ 

部長：對。 

議員：可是我們昨天有看過，目前沒看到登上去的。 

部長：我明天叫他去弄。 

議員：今天晚上。 

部長：好。 

議員：再來你們出納的流程，有沒有一個可以讓人知道你們出納的流程的地方 

？ 

部長：你是說，像是收到怎麼傳？ 

議員：對，就是你們的流程是怎麼樣的？ 

部長：我們一開始會先在活動之前弄一個經申表，經申表我們自己審核完之後 

，簽完名會轉交給議會那裡，議會簽完名後我們會收錢，然後活動之後再由社 

團他們繳交支出傳票過來，支出傳票過來後，我們會先審核在轉交給議會，然 

後議會審查完之後我們會在繳交給會長，然後會長核准之後才會進行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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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那這部分有法規嗎？ 

部長：法規？ 

議員：對。或者說一個 SOP 的表之類的。 

部長：都直接照著下面做。 

議員：那這樣的話，如果說沒有一個範本的話，會不會就是傳承不 ok？ 

部長：應該是還好，因為我們在傳承的時候就是有講過這些。 

議員：那資料在？ 

部長：資料？ 

議員：對。等一下給我們。 

部長：好。 

議員：你們的法規寫說每月會召開部內會議至少一次。目前你們只開過兩次，9 

跟 11 的還沒開，那看你們是不是要修法規，就是改成跟其他一些部門一樣，就 

是說看你們自己定要不要開，就是這樣子。 

 

部長：那我們之後會再訂。 

議員：然後會議記錄，我們有看你們雲端，你們會議紀錄只有 10 月份的，8 月 

份的沒有會議記錄。 

部長：因為 8 月的是線上的，所以就是會議記錄… 

議員：但是是不是應該還是要做？那麻煩你們在補起來。12 月 9 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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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好。 

議員：D 類負責人是誰？第二頁。只有 ABC，那 D 有嗎？ 

部長：D 沒有，D 是社產，社產已經沒有了。 

議員：沒有，不用負責？ 

部長：沒有，就是，現在已經沒有社產了。 

議員：社產？ 

部長：對，D 原本是社產，然後上學期就把社產改掉了。 

議員：那你們 ABC 是什麼意思？ 

部長：A 類就活動，社團活動，然後 B 類 C 類。 

議員：有很多學生反映已經繳學生會費但是找不到紀錄，是否有確認過繳費的 

名單？ 

部長：我們今天有收到這個問題，就是今天我們有收到 2 個人已經繳過但資料上 

沒有的，然後今天有再去找老師要了一份正確的資料。 

議員：那我們能在哪裡看到，這個部分。 

部長：你是說學生會費有沒有繳嗎？這不能給，這個要自己過來確認，因為這 

有關課指組。 

議員：OK。再來，還有人有問題嗎？ 

議員：那個，課指組的那個，社團下載原則是什麼時候才可以更新？ 

部長：已經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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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官網。 

部長：官網已經更新了。 

議員：因為會網點進去是連結，他直接連結課指組 

議員：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你從會網去看的話，他會連接到文藻舊的網站。 

部長：不，那個。 

議員：這是學生會會網。 

部長：之前 1062 的時候就說過，如果直接搜尋文藻外語大學然後資助傳票看什 

麼需要表格，他是沒辦法直接到，他沒辦法連，因為之前的網站如果不刪掉的 

話，他就會一直跑。 

議員：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我們學生會不是有一個會網嗎？就是新聞部在管 

的。 

部長：你說樞紐嗎？ 

議員：學生會會網。 

議員：那可能要你們提醒新聞部在會網上，就是會網上的連結是連結到舊的網 

站，請他更新到新的網站。 

部長：了解。 

議員：還有人有問題嗎？ 

議員：有，我想請問一下那個傳承營的幹部，舊幹部有幾個人，然後新幹部有 

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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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傳承營舊幹部有 5 個。 

議員：那新幹部呢？ 

部長：2 個。 

議員：我想請問你們活動地點有沒有比較詳細一點，因為你們活動地點上面只 

有打台中市區，會議地方也是，那你們有沒有比較詳細的？ 

部長：額城市也不一定就是只有那裡。 

議員：有沒有就是一個特定的場合，像你們圖片就是在冰店，除了冰店還有其 

他地方嗎，因為你們上面就打台中市區，這個區域範圍就是有點廣大，有沒有 

就是確認的地點？ 

部長：我可以打在飯店？ 

議員：所以你們活動進行的範圍只有在飯店嗎？ 

部長：因為如果你要授課的話，基本上都會在飯店會議室。 

議員：那你們地點打台中市，我比較好奇你們上課地點確定是在哪個地方。有 

比較精準點的用詞嗎？所以除了飯店跟冰店還有其他地方嗎？ 

部長：因為冰店除了那個還有去另外一個啊，除了這三個跟另外一個了。 

議員：你是說傳承會？那可以再請你們介紹活動流程嗎？因為活動流程打得比 

較簡單一點，講一下。除了照片介紹那裡以外。 

部長：第一天在飯店是先介紹園遊會補助金的幹部，介紹完一些基本概念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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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練習審閱，然後我們也有帶之前小綠本過去給他們。第二天我們有練習 

行政補助款的計算，因為之前我們財務部有發生比較嚴重的損失，就是行政補 

助款計算錯誤，還有一些簡單的影像教學，這些都沒拍照到。 

議員：你們上課的簡報有放在雲端嗎？因為昨天我們看的時候傳承那個檔案還 

沒有傳承營的 ppt。 

部長：我回去會再提醒。（議員：之後可以再補上嗎？） 

議員：好。然後還有，你們有開檢討會嗎？ 

部長：檢討會只有開線上的。 

議員：線上的？那會有會議記錄嗎？ 

部長：會議記錄不是我負責所以。 

議員：因為那畢竟是以後要傳承的東西，所以就是檢討會還是就是要會議紀錄 

。 

議員：然後就是，最後一個。你們的提領紀錄，那一張什麼時候會好？就是那 

個有些要簽名那張。那時候我是說 10 月。 

部長：因為，那張我現在是不知道什麼要，因為我不確定下次開常務會議是什 

麼時候 

議員：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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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現在我要講的是公關部這學期的行政報告。以下是我們本部的業務範圍，目前這

學期著重在特約商方面、特約商管理。在簽署特約商家的部分到目前為止有新簽

了八間，還有幾間還在洽談當中。特約商管理的話，文宣品目前已經有在跟廠商

洽談當中，預期期末考之前一月左右會發放。分期是以期中考來當分界，期中考

前請幹部們幫忙調查特約商資訊，確認每間優惠內容、續約的店家及尋找新的適

合簽約的店家還有發放特約商家的貼紙，讓大家去的時就就可以知道那是特約商。

目前我們分為資訊組還有文宣品組，資訊組是去製作特約商地圖，Google map

做成的特約商地圖，還有再次確認各店家資訊是否正確，之後也會發布給全校同

學知道，文宣品組就是幫忙去洽談廠商還有計畫書的撰寫。以上是我們的開會狀

況，前兩次都是 100%，6 人都有到，第三次的我打錯了，應該是應到 6 人，實

到 5 人，出席率 83%。這是社群網站的管理，現在公關部管理的範圍有 Instagram

跟 Facebook。Instagram 的話我們會幫忙大家去發文或是幫忙製作限時的圖，

然後去發佈，及回、收訊息。我們自己經營的粉絲專頁會請幹部幫忙撰寫宣傳文，

或是會跟新聞部一起合作，也會幫忙店家一起轉發他們的優惠給全校同學知道。

這裡是我們製作過的 IG 圖文，前面兩間的是特約商的部分，第三個是活動，第

四個是幫忙轉貼 Dcard 發文。這是我們文藻特約商粉專的發文、這是目前還在

籌備、製作的特約商地圖。我們例如點選這家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地址、電話及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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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內容，目前還在撰寫當中。接著是海報值星方面，我們每週請幹部去巡邏哪些

社團有違規的海報，並且寄發通知信告知各社團來領取違規的海報。在上禮拜我

們也有協助外面的廠商來學校販售校園展覽售票，我們公關部就是協助活動的宣

傳，幫忙在臉書、IG 宣傳，也有幫忙發放宣傳單在班櫃裡面。 

 

質詢： 

議長 蔡泊沂：有人有問題嗎？ 

議員 孫懷寬：我有一個問題，你們幫廠商做這些事情有拿到錢嗎？ 

公關部：沒有，就是幫忙廠商而已。 

副議長 莊雅薇：我可以請問你們今年的公關文宣品是什麼嗎？ 

公關部：跟去年一樣會是文件夾。 

議員 蘇于晴：之前有收到你們有發放一個問卷調查是關於跟高科的聯合活動，

想問一下，因為之後都沒有消息了，那這個活動是？ 

公關部：這個活動因為我們在跟高科洽談的時候，因為高科是主辦學校，但他們

學校那發生了一些問題導致經費沒有辦法到，所以我們合辦學校也就將這個活動

取消。 

議員 蘇于晴：那是不是有需要告訴其他的學生？ 

公關部：我們當初考量是想說它也只是還在調查階段，也沒有說真的要辦，所以

後續就也沒有再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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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 蔡泊沂：我們去看你們第三次的雲端，你們第三次的會議記錄「豆陣園遊

會」是部內會，要改一下。就是說你們雲端上放的會議記錄是別的會議記錄。 

公關部：好，那我再去問一下負責我們部門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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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設計部逐字稿 

好，接下來我要講的第 107 年第一學年度學生會行政中心設計部的施政報告。這

學期我們有更改組織章程第五條，部內會改成部長決定要不要召開。 

10/2 我們開第一次部內會，出席率 100%。旁邊右下是這學期我們的財產經費預

定表，本來是要估給名片的，只是因為我們這學期做名片更換廠商。因為本來的

廠商是可以贊助我們名片，但因協調時出現問題，然後就換到另外一間，所以出

的錢跟上面不符合。可是用行政雜支付的。有詢問過財務部，說行政雜支跟行政

財產經費預定表不一樣沒關係，所以這部分財產經費預定表不會用到，完全用行

政雜支付。 

然後我們這學期的人事分配，因為只有我一個是舊幹部，其他都是新幹部，兩個

新部員及一個部長，最主要大部分工作、業務都還是我來接，就是我會接洽，然

後再分配給他們，先不會讓他們做太多事情，就慢慢教他們。 

這是我們的提案單，接下來開始發表這學期有做到的業務，這是名牌，正面的話

打上你的職位還有名字，背面就是學生會核心部長的電話號碼；接下來是名片，

我們的名片是跟議會一起做。這是前陣子學權部的活動，有做到徽章然後貼紙跟

海報；之前活動部辦的世界文化嘉年華會，有做一個帆布和海報；然後這是園遊

會攤位上有貼的一張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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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1. 

問:你們 PPT 上只有提到目前有做的事情，請問一下組織後有沒有什麼計畫或安

排? 

答:計畫安排，是哪方面的？ 

問:就你們這個部門之後有什麼? 

答:目前以接他們委託業務為主，像下個學期我不太確定，因為這個期末應該會

有一些人事變動，就是部長、副部長可能會換，傳承時我們會再做討論 

 

2. 

問:請問你們那個第一次部會，我是看會議記錄。然後裡面有一個 D 選項，他有

寫一個木櫃的名牌設計，請問那個是什麼? 

答: 那個是學活的櫃子上面有名牌，就是上面有貼名牌。 

問:所以那個要重新設計? 

答:對，那已經貼完了。 

 

3. 

問:PPT 第二頁有你們提到部內會議，想請問你們部內會議在討論甚麼? 

答:你說會議記錄嗎？:先交代這學期大概要怎麼做，給部員一些功課，看他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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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怎麼樣。也有分配給他們工作，可是因為做這個 PPT 的時候來不及放上

去。 

4.  

問:我去看你們第一次部內會議的那個出席率圓餅圖，你們上面的那個出席率你

們好像打錯，打 10%，其實是 100% 

答:好，打錯嗎？ 

問:你們可能要回去更新一下 

答:好 

 

5.還有第二個問題是，你們之前名片，會議記錄也有提到，那換掉跟加退的全部

的那個金額，是廠商要付違約金還是怎麼樣? 

答:因為那個贊助商是上一屆的會長接洽，那個贊助商有賣我們學校家具，然後

也有做名片，他就說可以回饋給我們每人一盒免費，但協調時不太 OK，就是出

了一些爭執，因為那間廠商也不在高雄，無法當面聯絡，就變得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後來又換回高雄那家廠商，就有這些差額，他們不用付違約金，因為他們沒

有簽合約，因為只是口頭上說好。 

 

6. 

問:那你上面那邊加退全部金額是在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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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個提到退錢的部分，就是當初已經先給對方匯錢了，最後取消合作就全額

退還。 

 

 

 

 

 

 

 

 

 

附件四 

我們社務部的人數加上部員總共有六個人，每個人都負責不同的社團和計劃書，

每個部員大概都負責十三個到十六個對於社團的計劃書審核，除了我以外，副部

長和其他部員都要在禮拜一跟禮拜四的時候到課指組值星。社務部這個學期只辦

了社彩繽紛跟期中和期末社辦大掃除，分別是由劉家甄和吳若薰負責社彩繽紛的

活動籌備，余若如是負責期中和期末社辦大掃除的聯繫等等。這是我們第一次部

內會，出席率是 83％，我們在課指組開會，大概講解值星需要注意的事項，因

為在課指組開會，可以直接告訴他們要怎麼樣去影印和開電腦填寫檔案等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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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跟負責期中和期末社辦大掃除的人員確認需要注意的事項，像是寄信的內容

和分配的掃區。這是社彩繽紛的籌備會，出席率 73％，籌備會大概講解了一下

每個人負責的工作內容，還有跟大家講解我們這次有一個新生集點的活動，確認

每一個工作人員都知道這個活動要做什麼，還有哪個時間要到攤位上去顧攤位。

這次社彩繽紛的行前會，出席率是 64％，我們在行前會又確認當天要到場的人

員，還有搬器材的時間；社團的人來了之後，要怎麼跟他講解這個活動；如果有

人違規的話，要怎麼去應對，再次確認工作人員的班表。這是社彩繽紛的檢討會，

出席率是65％，每個人都提出自己的想法對於這個活動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這是社彩繽紛的經費差異表，我們有一份是關於我們的公關品環保吸管，因為這

個環保吸管可以給後續的活動使用，所以我們訂製的量會比較多；另一份是關於

帳篷的雜支，花費大約為兩萬多元。在社彩繽紛裡，以往都只有讓學生自己去攤

位找社團，並填寫自己想加入的社團，這次有特別新增一個集點活動，希望學生

可以透過集點活動去找各個社團，並聽取那個社團的社課說明，聽完之後，社團

就可以請幫他們在集點卡上簽名；集滿三點或六點都可以參加抽獎活動或換取我

們的公關品，還有社彩繽紛有另外使用學輔經費去製作杯墊。問卷的內容有分時

間、地點、內容、流程，大部分的滿意度都在 75％以上，只有內容的部分是 74.5

％，雖然我們有跟社團開說明會，還有籌備會和行前會，有詳細的說明集點活動

的進行方式，可能還是有社團沒有聽清楚，覺得這個活動沒有什麼用。那時候紅

磚道很擠又很多人，有些社團就會使用比較吵雜的設備，例如:麥克風和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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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干擾其他社團，我們勸阻了很多次，老師也有去看，但他們屢勸不聽。之後可

能要建立一個明確的規範；再加強對社團及工作人員的活動說明，有人來問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有人反映說集點卡的格子太小，之後設計的時候可能還

要再注意一下；要幫每個社團設置編號，並標示出社團的所在位置，因為這次的

帳篷位置是讓他們自己抽籤的，所以我們也沒有把它做成一個統整表，然後有很

多人來我們的攤位問我們說，這個社團的攤位在哪裡?我們也不知道確切的位置。

我們未來的活動剩下期末的社辦大掃除，然後老師有跟我們溝通說，希望我們跟

那些比較靜態的社團聯合辦一個小型的成果展或發表會，這部分還要再跟老師和

社團負責人溝通。剛剛沒有提到的一點是，我們在 11 月開了第二次部內會，大

概講解了一下值星的流程，因為還是有很多社團人員寄信給我們說請問活動值星

是在哪時候，所以我就再跟我們部內的人員講解一次，我們已經把活動值星取消

了，還有正確的計劃書流程是怎樣進行，謝謝。 

提問: 

議員 孫懷寬:你們平常是怎麼跟社團人員溝通的? 

社務部部長:假如有一個社團想要辦活動，他們會先用 Gmail 把活動計畫書的電

子檔寄給我們，我們檢查完成後，會告知他們可以把計畫書印下來了，他們再去

跑後續的流程。 

議員 孫懷寬:你們有跟社團負責人的共同群組嗎?我有一個想法，如果他們這些

事情常常都不知道的話，可以建立一個群組，只要有訊息的話就丟上去，所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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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都看的到，這樣就不會有人說他不知道這個消息，活動流程是什麼，這樣你也

比較站得住腳。 

社務部部長:我們已經有一個共同群組了，會看訊息的人真的會看，但還是有人

不會看。之前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輔導社務是誰，我在群組上說有沒有人還不

知道自己的輔導社務是誰，可以馬上在群組說，沉默了一段時間後，突然有一個

人說我是什麼社，我不知道我的輔導社務是誰。 

議員 孫懷寬:那我覺得你們可以提出說，看完訊息一定要留言回覆，這樣子你可

以確保說，如果她回收到，但又提出這個問題，你就可以跟他說是你的問題，不

會說是你沒講清楚。 

議員 蘇于晴:我想問關於社彩繽紛的問題，請問你們活動結束後，有統計這次新

生的參與率嗎?有社團說今年新生參與人數不如去年。 

社務部部長:我們只做了問卷的調查，而且我們也沒有在表單上特別問說是不是

新生。 

議員 蘇于晴:但你們的 PDCA 上也沒有寫到，只有寫到百分比而已。 

社務部部長:好，之後再把同整完的資料發給你們。 

議員 蘇于晴:還有有些社團反映說跟學校社務的溝通有點問題，因為有一些人回

信的方式不是很正式，會把一個訊息拆成好幾封，希望你能在提醒一下你們的部

員，之後寄信的時候用稍微正式的方式。 

社務部部長: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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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議長 莊雅薇:請問一下，你們社彩繽紛的活動照片有公布在網路上嗎? 

社務部部長:是指哪一方面的照片? 

副議長 莊雅薇:像攤位和晚會的活動照片。 

社務部部長:晚會的照片我們有發給晚會的工作人員，至於攤位應該是沒有的，我們的活動

紀錄沒有對外公佈的。  

 

 

 

 

附件五 

大家好我是人資部部長，這是今天的目錄，第一個部分是部內的人事配置，我們

部總共有五個人，部長、副部長各一位，然後三位幹部，由部長進行分配工作。

開會的狀況我們目前開了五次會，有三次是活動的三方會議然後有兩次部內會，

活動的出席率都是 100%，第二次的部內會議是開學前的前中會的幹部訓練，主

要是針對行政中心，這邊是活動的照片，這個是 PDCA，PDCA 的改善建議就只

是分一個比較大項的，比較細項的活動改善或是建議的話是可以參考雲端人資部，

還有檢討會的會議紀錄，有列出比較完善的，參與人數是五十人。我想要解釋一

下主辦部門的部分當初是寫說是秘書處，是因為開學前的部份人資部還沒有成立，

所以我們都是等於在秘書處的底下做事，開學後才把秘書處的部分隔離成人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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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秘書處，所以因為這次的活動是在開學前舉辦，所以還是以秘書處的名義舉辦。

這個是問卷的調查，這是他們寫的建議，這是經費的差異表，還有財產的支出傳

票，這主要只有一項是便當的費用，3000 塊的部分。接下來是我們有跟四部聯

合新生甄選主辦是學權部，人資部的部分是協辦，因為人資部的性質比較屬於人

資管理的部分，所以由面試的相關通知還有錄取通知都是由我進行就是聯絡跟接

洽，這是我們的內容，這個是面試的錄取信件，這邊的錄取職位部分是依各部門

幹部進行修改，這邊是各部長的信箱。這次有稍微改了一下請假申請表單，因為

上一屆 17 屆的申請表單是以 word 的文件方式呈現，因為有人反映覺得程式太

過冗長，加上手機處理文件的方式也有點不太方便，所以我們就直接改成用

Google 表單的方式，只要有手機跟網路都可以呈現。 

如果是請病假那些的，要附證明的話也可以在 Google 表單裡面，然後我們還有

做出一個勤缺紀錄，勤缺紀錄一定要登記的部分是比較重大的會議，例如說像行

幹會議或者是研習營，像幹部訓練那種性質的一定要記錄，其他的部分就是抽查

的會議，目前已經抽查這幾項，第一個是各部門的第一次部內會議，還有上面兩

個都是活動的相關會議，一個是攝影的力量專題的演講，這是行前的檢討，然後

繽紛影展三個籌備、行前、檢討都已經完成了。 

未來我們也會規劃，核心會有提出抽查活動的參與度，所以我們目前收集目前辦

過活動的工作人員簽到單，會進行當天參與度的調查，應該也是會記在勤缺紀錄

表裡面，它會以不同的，底色會換掉，如果有去看那個勤缺紀錄的話，作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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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值星班表跟簽到單的部分，一張 A4 的 word 檔案裡面有兩個部分，上面的

部分主要是對外的，因為值星方面有分海報還有器材、財務兩個，還有監督的部

分，上面的部分主要是在學活裡面執行，學活裡面比較針對對外，對組織或對各

社團，下面的話是依課指組的部分，依剛剛有講過的這是活動呈現的部分，他們

只需要 key 檔案上去，所以監督的部分，人資部加秘書處的部分，這樣下去輪的

話次數也比較少然後人手也比較充足，因為人資部就只有五個，部長跟副部長沒

有安排到值星的部分，就只有三個幹部，所以才會加秘書處的幹部作為值星人手

的調度。我們也有一起開會，分為兩次的部分，第一次主要是在進行教學還有一

些面臨的狀況，要怎麼處理 ; 第二次是從值星到現在，然後有發生了什麼問題

或者是針對那個問題討論出來的結果要如何解決。這是考核表部分，考核表的部

分是課指組的老師，因為人資部是今年新成立的，課指組的老師說希望我們也可

以留下一些文件可以傳承給下一屆，考核表也算是可以作為以後社資寫可以放進

去的，這邊有依照幾個大項目，有工作的速率還有責任感還有一些品行態度、團

隊合作等等，有依照去評分。 

學期末不是都會有記功嘉獎的部分，這個考核表就是會給個部門的部長填寫，基

本上以電腦打開依各個舊填寫，以電腦繕打的方式，等之後再印下來，再由部長

或者是秘書處的處長簽名還後會長簽名，這樣就可以做為參考的，就是以後記功

嘉獎參考的資料，也可以放在下學期的社資評鑑裡面最為一個傳承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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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是學活大掃除的部分，是比較針對學生會行政中心內部的學活大掃除，

地點就是分為這邊，然後這個也是我做的，檢查人員是依人資部裡面的幹部，還

有部長、副部長下去分配的，然後一個人認領兩個部分。然後這個是開銷的狀況，

開銷的狀況是只有幹部訓練便當錢 3000 塊的部分，好了，那請問有什麼問題嗎？ 

提問 

議員 : 你們剛才講到值星的方式，你們順便監督？ 

人資部部長 : 也有分遲到跟缺曠，我們也有在雲端上面建立一個雲端是值星班

表，就是每個人輪下來的部分，我們會以雲端上面的作為標準，因為我們簽到單

的部分都會提前印，因為以一張 A4 的話是兩個禮拜的部分，這裡他是兩個禮拜

的部分，所以調班的話基本上都是以雲端上面排 excel，然後請部內的幹部自己

去調班，值星監督的部分會以雲端上面的人去看看他有沒有缺曠，遲到的話是

15 分遲到，30 分是缺曠，12 點。 

 

議員 : 想要請問你右邊那個寫錯的值星監督原本是人資部然後你後來請秘書需

要幫忙分擔？ 

人資部部長 : 應該說是上一屆的話是一直是由秘書處做分擔，只是這屆人資部

創立了，會長的意思是說監督的部分就交給人資部，但是因為人資部的工作內容

也不需要再招募到更多，所以我們，但是監督的部分如果3個人要一直監督的話，

他們每個禮拜幾乎都要監督到一次，所以我們後來跟秘書處處長進行討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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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還有一些工作的多少，討論下來我們兩個部門一起監督，這樣人手也比較足

夠，分配的次數也比較少。 

 

議員 : 那目前只有這學期會這樣還是以後都會固定這樣？ 

人資部部長 : 應該基本上如果秘書處處長下學期還有留的話，也是會照這樣子

進行，可能要看第 19 屆會如何做。 

 

議員 : 你們前面有一個是你們幹訓的活動比賽，你們左邊那張圖有錯字，人數

為的那個為下面是違法的違。 

人資部部長 : 好，對不起，我會改一下，抱歉。 

 

議員 : 有聽到前面幹部有講說那活動的人數由全體的 

我想問一下你們在進行的過程中有沒有試著安排每一個部員，義務幫忙的事務嗎？

因為那個不是 

 

人資部部長 : 對！ 只是我們有分為主要還是由活動部，然後如果是活動部辦活

動的話，活動部我印象他們是規定一定要參加每一項的部分，因為有些像什麼演

唱會或比較大型活動的話一定不足人手，之後可能需要其他部門去用，我們也會

分性質，像最近是校園演唱會的排票也有進行學生會費補繳的部分，學生會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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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部分的話工作內容我們就會以財務部進行比較主要的，我就直接密財務部部長

說請你們直接分配下去排票這幾天的部分，就是當工作人員。其他部分像是比較

活動性質的，例如說幫忙排票或者是那些的話，其他部門的也沒有說他比較偏向

哪個部門，我們就會直接進行部內的抽籤。基本上像拍攝的話可能也會找新聞部

來幫忙，然後發文應該也都會請新聞部來幫忙，我們也會分個部門的性質進行工

作人員的分配。 

 

議員 :  我想問一下，因為我之前有問了一下，有聽到一些人反應說他們的次數

有點不平均， 

人資部部長 : 基本上我們還是會以主動為主，有些可能真的是他可能沒辦法的

話，因為我們如果收到然後當天可能就是沒辦法或是有事情或另有安排的話，我

們就會請他自行去找工作人員遞補，因為也不一定每次就因為我要補習請假，因

為這樣子工作人員遞補的部分也會造成人家的困擾，所以我們主要適用於如果是

自己的原因的話，就要自行去找人來遞補，但是如果因為另一個組織或是要參加

什麼會議的話，只要他能提出證明的話，可是他有提出說就是要先去找部長請求

幫忙，看可不可以找人遞補，如果再不行的話就是可能部長會去尋求幫忙，這是

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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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大家好，我是活動部部長，現在我要來進行這學期的施政報告。現在部內總共有

九個人，包括部長、副部長以及七位幹部，部長的工作就是列席各種會議、主持

部內的運作、協助各個幹部需要幫忙的活動以及主辦世界文化嘉年華跟繽紛影展

開講，副部長的工作內容是幫助部長處理各項事務也主辦世界文化嘉年華跟繽紛

影展開講並且協助校園演唱會，其他七位幹部大家都各主辦一個活動，除了最後

一位機動幹部他就是去協助其他幹部的活動。以下是我們這學期開的部內會有兩

次，第一次部內會有個重大決議是以後的部內會各活動的負責人都要報告一下當

前活動的進度。我們部內會的出席率都 100%。以下是我們各活動的籌備會、行

前會以及檢討會。這邊補充一下，校園演唱會籌備會的出席率是 51%，環保園遊

會的籌備會是 50%，iLook 檢討會是 43%，園遊會行前會是 70%。以下是我們

以後會有的會議以及活動。現在要來看的是活動的成效以及檢討，第一個是世界

文化嘉年華，舉辦日期是 10/24 地點在紅磚道，對象是全校師生，預期人數是達

500 人以上並活動滿意度 80%以上，藉由學生會的環保杯套跟環保吸管去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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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滿意度都有達到 96%以上，改善建議是工作人員場復不夠、完整安

排攤位的排隊路線及確認器材狀況，以下是活動照片，問卷結果都有達到 96%

以上，問卷回覆有 350 則所以可以推斷有 350 人參與這個活動。第二個是繽紛

影展開講-有五個姊姊的我注定要單身了啊，這是與電影廠商合作的演講，預計

是要達到300人以上活動參與率達80%以上，超過80%以上認為此活動有幫助，

滿意度都有達 97%以上，改善建議是問卷填寫不夠及應該事先安排工作人員站

定位置並安排更多工作人員在後台幫忙，以下是活動照片及問卷，當天問卷回覆

率非常不佳只有 58 個，但可以從圖上的位置發現大概有 150 人參與此活動。第

三個是 iLook 電癮派對是跟 iLook 廠商合作的攤位活動，預期要有 250 人以上，

活動參與滿意度達 80%以上，宣傳電影第八方藝術並達到校園環保減塑，滿意

度都有達 91%以上，改善建議是儘量避免讓同學等候、避開學校例行性活動讓車

子可以進來以及餐盒要提前送到會場，以下是活動照片跟問卷結果，那天線上問

卷有 187 份的問卷紙本問卷有 40 份，由此可以推斷當天有 227 人參與此活動。

這是繽紛影展開講-有五個姊姊的我注定要單身了啊的活動支出明細，只有花費

交通費 13875 元，這是 iLook 的活動開銷 2655 元，報告到這裡，謝謝。 

議員）那個會議紀錄的 PPT 可以再講一次嗎，他前面寫部長是什麼意思？部長）

那是由部長開會的，就是由誰開會。議員）那第一項跟第二項的參與人呢？部長）

這是活動部部內會。議員）所以你們下面有一些組別寫副部長跟部長，代表沒有

寫的是部長沒參與嗎？部長）這個部分就是由誰開會我們就寫誰，主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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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所以同時有部長跟副部長一起的嗎？部長）這是活動當天的進行，我們有

兩個主辦所以就都寫在一起。副議長）那個繽紛影展為什麼最後支出只有交通費？

部長）因為那個後來有課指組的經費補助。副議長）我去看行政中心的資料那個

世界文化嘉年華、環保園遊會以及電癮派對的活動支出的資料還不齊全，大概什

麼時候能補？部長）這禮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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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大家好，我是器材部的副部長，今天就由我來報告這學期的施政報告。首先是我

們的人事配置，我們部員有五個，加上正副部長總共有七個人，工作組別有分三

種，第一種是器材檢測組，負責定期向工讀生詢問有沒有要維修的器材，並記錄

器材的損壞狀況，第二組是器材維修組，接收有需要維修的器材，負責聯絡廠商

並寄送等事宜，接下來是器材核銷組，等器材回修好後拿收據進行核銷作業。接

下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已經完成的工作，第一個是修改器材管理辦法，我們是自

己部內修改了部內會的開會次數，由一個月一次改為視部長情況來開會，接下來

是器材維修的部份我們上禮拜送了四種器材去維修，接下來是購買，我們都用課

指組老師那邊發的經費去購買器材，然後還有事務機包錶費上學期的已經核銷完

成了。接下來是我們這學期的開會狀況，我們學期開了一次部內會，出席率 100%，

然後我們這學期有舉辦器材訓，總共也三個活動會議，籌備會出席率 100%、行

前會 80%、檢討會 80%，然後個個會議的作用內容，籌備會主要是訂活動日期，

然後由於各關卡講師都是我們自己人，而且他們又是新人，所以我們會建議他們

定期要到學活去學習器材的使用方式並進行驗收。接下來是行前會，就在跟大家

確認一下活動當天的集合時間跟當天需要配戴的東西，然後檢討會我們大致上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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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點，這四點我這之後會再詳細的解說。然後接下來是我們部內會，我們部內

會訂了這學期幹部參與活動次數至少要有三次，然後因為他們是新部員，所以我

們會多叮嚀他們值星的時候遇到的狀況要如何處理。然後這學期主要辦的活動就

是七彩器材器材訓練營，在 10 月 20 號，然後參與人數 75 人，活動總金費 17400

元，詳細的狀況會在後面說明，然後活動成效後面也有問卷，然後這是活動的照

片，然後我們辦理活動的 PLAN，首先是希望參與人員能了解 80%以上當日講解

之學生活動中心器材借用規則及使用方法，然後滿意度達 80%以上，然後執行，

活動分上下午場，然後由我們幹部自己擔任講師，然後介紹器材借用規則及方法，

然後採闖關制，然後講解器材有專業擴、對講機；旗桿組等，很多社團主要會使

用到的器材組。問卷分析後面會有，所以我這邊先不講。改善建議是各關卡時間

分配不當，因為有些關卡會比較快有些會比較慢，所以我們之後都會再注意一下

我們的時間分配，然後場佈未能及時完成，吃飯的時間應該再快點，然後當天時

間沒有管控好，然後第三點講解時偶爾會記錯或沒講完整，就是我們下次可能會

再增加第二次驗收講解的時間，然後講師當天我們只有部長一個人用麥克風，我

們沒有考慮到周遭的環境，所以下次我們會每個人都配戴一支麥克風。然後活動

經費使用，我們全部都是由課指組老師那邊的學輔經費支出，然後有講義費、餐

飲費、雜支、文宣費跟冷氣卡。然後器材維修，我們這學期申請的經費有器材購

買跟器材維修，然後器材購買是用整發經費，器材的維修因為上禮拜才送去維修，

所以那個費用還沒做出來，然後這是我們經費使用的核銷，因為我們包錶費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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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的金額去寫，所以我們沒有金額差。然後問卷說明就是我們滿意度比上一屆

的滿意度都還要提高許多，差不多就是這樣，謝謝大家。 

議會質詢: 

議員 蔡泊沂:我想問一下第二頁有一個負責工作，這是你們這學期做的嗎?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對。 

議員 蔡泊沂:那我在你們雲端上面看到你們會進行維修，可是沒有看到有任何的

維修紀錄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哦因為我們上禮拜才送出維修，所以到上禮拜才會開始記

錄 

議員 蔡泊沂:所以上禮拜才開始記錄，那你們什麼時候可以把後續給我們看?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這禮拜可以。 

議員 蔡泊沂:這禮拜日?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好。 

秘書:還有人有問題嗎? 

議員 林玳薇:我要請問你們器材訓練的餐飲費總共花了 1050，可是你們經預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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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打 3200……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那些經差基本上都是學輔金費出。 

議員 林玳薇:那我可以請問你們當時算預算的時候，就是這個落差還蠻大的，你

們當時是預計沒那麼多人來是怎樣?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對我們預計沒有那麼多人，然後而且課指組老師說就是要

我們能花就盡量花，所以就學輔經費都讓我們用。 

議員 林玳薇:好。然後我想要繼續請問事務機的包錶費那是甚麼東西? 

器材部副部長:事務機就是放在學活跟課指組的影印機，然後要定期維修或是檢

查有沒有損壞。 

議員 蔡泊沂:還有我想問一下你們值星，就是你們的所有部員，我想要問一件事

情是，嵇永濬他是?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他沒有在我們部員內，可是他在行政中心裡面。 

議員 蔡泊沂:那所以他不是器材部的嗎?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嗯。 

議員 蔡泊沂:那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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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他是趙儀請他來幫我們的。 

議員 蔡泊沂:所以她沒有在你們部內? 

器材部副部長 毛姿婷:對，他只是請來幫忙，但他是行政中心的。 

議員 蔡泊沂:好，了解。 

秘書:還有人有問題嗎? 

秘書: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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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大家好，我是秘書處處長陳睦涵，今天由我為大家報告秘書處在 107 學年度上半

學期的施政報告。 

首先我會先介紹一下秘書處的人事配置，這學期的話我們會協助人資部進行值星

監督，去年原則上是歸屬秘書處，這學期的話我們就是監督部分歸在人資部，所

以我們會配合人資部進行值星監督。 

第二個的話是各部門的輔導秘書，我們秘書總共有七位，然後會安排下去在十個

部門裡面進行擔任輔導秘書，輔導秘書的部分主要就是會幫忙各個部門如果有檢

討、行前或是籌備會的時候會幫他們做會議紀錄，然後在部內會的時候也會幫忙

進行紀錄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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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們秘書分配的部門， 

再來是處內會議的狀況，這學期我們秘書處辦了一次的處內會議，在九月十八日，

開學第一周，主要就是為了跟我們的秘書解釋在會議紀錄上需要注意的部分，還

有一些文件。出席率是 100%，我們預計在十二月中的時候進行第二次的處內會

議，下禮拜。 

再來是這學期我們會主辦的活動，有分兩個，第一個是社資講習跟會員代表大會。

社資講習是這禮拜六九點到十二點，莊敬樓。會員代表大會的話是一月三號，禮

拜四，中午的時候。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活動會議的部分。目前我們社資講習有開了籌備會議，出席率

是 86%，明天會進行社資講習的行前會議。 

九月二十七日我們有進行跟學生會辦的第一次幹部會議，出席率是 62%，第二

次的行政幹部會議預計在十二月二十七號中午，這是第一次行政幹部會議的照片，

行政幹部會議主要會跟學生會裡面的幹部進行介紹各部門的成員還有部長 

以上是我對這學期的報告，謝謝。 

質詢 

議員：你們社資講習我昨天有問過你們指導老師，指導老師說是從十點到十二點 

秘書處長：九點到九點半的話是進行 107 學年度的社團評鑑說明會，然後九點半

到十點我們會邀請學校的社團在上學期比較優秀的社團進行社資觀摩的部分，邀

請當天與會人員觀摩上學期較優秀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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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所以你們真正開始是? 

秘書處長：十點到十二點 

議員：好，謝謝。 

 

議員：我有一些不是簡報上的未提，但我還是想講一下，我們有看你們的資料夾，

我們有看你們的法規，發現你們法規沒有浮水印，背後都要有個學生會行政中心

的浮水印。 

秘書處長：背後要有浮水印? 

議員：對，正常法規都會有，然後你們提案單的時間條，你們是不是有修過兩次

法? 

秘書處長：一次而已。 

議員：只有一次? 

秘書處長:對，就是部內會的開會狀況。 

議員：可是你們法規上面沒有右上角那個時間條，可是我們那時候看是空白。 

秘書處長：因為我們沒有收到秘書處法規的電子檔，那是我根據上學期下去改，

就是去年的法規下載下來。 

議員：我記得你們是在第一次常會的時候提出來修法的提案單對不對? 

秘書處長：對 

議員：然後正常那個提案單要附上你們修法日期，那個時間條要打上去，可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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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大家都是剛進入，所以可能忽略這個，之後要請你們補上去。 

秘書處長:好。 

議員：跟你們說一下。還偶你們會網上的法規 PDF 檔有跑版。 

秘書處長：會網? 

議員：對，你們上面的法規字直接跑到下一行。 

秘書處長:會網管理的部分是新聞部在幫忙，我們會再聯絡。 

議員：好，基本上是這樣，然後你們要注意法規後面要有浮水印，然後字體要標

楷體。 

秘書處長：好。 

議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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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大家好我是行政中心新聞部的部長林芷儀，今天由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 107

上學期的施政報告。 

這是我們目前的人事配置，我們法規有做過修改，我們將報導組和公關組作分開，

我們原本是以活動組為主，但我們現在分為四大組別，那我們現在的分工方式是

部長以整體的方向做規劃、出席學生會內的各項會議還有負責編輯以及校稿的工

作。副部長的主要工作是協助部長、掌握各組的工作進度。資訊組主要是協助各

方面的活動攝影。專欄組我們目前有做幾項不同題材的固定專欄，會固定發布於

我們的樞紐的網站。報導組的話我們是選定一個公共議題、一個大主題，作為一

整學年的題目，我們會針對這個議題做相關的報導或是資料數據的收集。公關組

是負責我們目前臉書宣傳文案的撰寫以及相關的圖片設計。 

我們目前的開會狀況，我們有開過一個《攝影的力量》專題演講的行前會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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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席率為 86%及 100%。行前會主要就是做各組工作分配以及當日的流程，

重新跟大家說明一次，和注意事項。檢討會出席率為 100%，主要討論出的檢討

事項為:要多加宣傳、設備的不足以及時間的掌握需要多加注意。 

我們目前開了第一次部內會，出席率為 100%，主要是討論各組的進度報告，也

有稍微討論下學期的規劃。 

這是我們這學期辦的一個活動，這是課指組老師邀請我們辦理的《攝影的力量》

專題演講。 

這是我們的 PDCA，當天參加的人數約為 40 人，我們回收的問卷有 22 份，整

體的滿意度是 95％，我們當初預期的希望是達到 80%，我們有達成這個目標，

我們主要也是希望藉由攝影這個題材來推廣新聞部。 

這是目前臉書粉專的營運狀況，從 8/1 號也就是從第 18 屆至今，我們從 5638

人增加至 5819 人，共增加 180 人的按讚數。 

目前粉專發文的模式，我們有在雲端放置會內宣傳的工作表單，如果各部門有需

要發文作宣傳的需求，就會以表單填寫的方式，跟我們進行聯絡，我們也會統一

開頭的格式，發文時間也會做固定，我們會固定在晚上 8 點到 10 點半發文，頻

率的話一天不會超過兩篇。 

這是我們新聞部樞紐的官方網站，我們大部分的主題文章都是在這裡發布的，以

下是我們目前已經上架的文章，左邊這個是我們上學期做的文章，有關於文藻帽

T 的穿搭，右邊是我們有做一段安琪小站的採訪，我們也有邀請五位交換生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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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目前已經有兩位的文章已經上架，我們還有做最近公投懶人包的一個整理，

還有社團專訪的文章。 

這是我們學生會會網的營運狀況，營運方式跟上學期一樣沒有改變，只是我們這

學期有多增加一個經費預定的區域，讓大家看到我們 A 類到 E 類社團的經費預

定。 

我有兩個短中長程文件還沒上傳至雲端，我這裡拜會把它上傳。 

 

 

提問 

議長蔡泊沂:你們攝影的活動有籌備會嗎?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沒有，我們是直接做行前會。 

議長蔡泊沂:是當天才知道工作分配嗎?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沒有，我們的行前會是活動前一天 

議長蔡泊沂:可是剛剛你們的活動是禮拜二，然後禮拜三就直接檢討會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我們的檢討會是當天晚上活動結束辦的 

議長蔡泊沂:所以演講是 10 月 31 日嗎?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對。我要補充一下我們經費的部分是由課指組老師做處理，

相關的核銷也是由學校行政的會計作處理，所以我們這部分沒有做到接洽 

副議長莊雅薇:你們的行政中心組織圖是不是還沒有更新?因為我看到已經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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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部還在上面，新增的人事部也還沒更新，那還要麻煩你在更新一下。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好 

副議長莊雅薇:國際部的法規要記得刪除，我看你們人事部有補上去，那國際不

要跑一個把它刪掉的一個流程，之後可能要再跟會長溝通，那我想詢問一下法規

是不是交由新聞部放上去?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對 

副議長莊雅薇:因為我們發現，今年修改的那些比較新的法規字體基本上都是跑

掉的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那有可能是寄送給我的時候就已經有跑掉的狀況 

副議長莊雅薇:因為我們有去詢問之前建立法規的一個議員，他說當時寄給你們

的時候是用標楷體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它那個時候是寄給我 WORD 檔，我們幫他轉成 PDF 檔，為

了瀏覽的方便性，那我會再用原本寄給我的 WORD 檔，在重新上傳 

議長蔡泊沂:應該是要用 PDF 檔上傳，但那個格式不能是微軟正黑體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好，我回去再看一下，是應該用成標楷體嗎? 

議長蔡泊沂:對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好我回去會再做調整 

副議長莊雅薇:會網的活動專區甚麼時候會更新，因為上面的都是上學年度的還

沒有今年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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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部部長林芷儀:我這裡拜會一併更新 

副議長莊雅薇:你們目前樞紐已經成立多久了?目前曝光度如何? 

新聞部部長林芷儀:目前樞紐我們新聞部成立第二屆，就是從上一屆去年開始的，

因為那個網站是一個要付費的網頁，那我們使用的是免費版，所以沒辦法看到點

閱率，我們是用基本功能來營運。 

附件十 

大家好我是學生會行政中心學權部的部長陳翊熏。 

第一張是部內人事配置，正副部長下去是專案行政，行政工作主要是管理專員案

件跟定期更新進度，會依照案件大小來決定是否有專案組長，如果有較大型的案

件會成立專案小組，這時候就會有專案組長。 

這是我們內部開會狀況的大綱，包括學權部我們籌備會跟行前會出席率平均是

87.5%，檢討會是這禮拜五會開。 

這是第一次部內會，因為是第一次所以我們有幹部介紹跟討論一些部門活動跟案

件說明跟分配，講解部內 SOP 跟引導案件跟一些事情該怎麼做。第二次部內會

會回報案件進度跟活動籌備的一些相關資料，這個沒有照片是因為秘書還沒上傳

給我。這是第三次部內會也是每次部內會都請他們做一些案件進度的回報跟討論

有沒有一些事情我們可以一起協助，然後活動事項最後再確認。 

這是我們這屆稍微改的 SOP 圖，有增加不受理下面的案件大綱轉交校方，會把

案子直接轉交給校方也算是提供提案人一個校方的管道，就不會每一件都是我們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一次臨時常務會議 － 107/12/4(二)、107/12/5(三) 

54 

處理，還有增加在受理的最後有個宗旨，提案人不配合導致案件無法進行，因為

這學期有遇到提案人不回復訊息跟電話，導致我們無法了解更多有關案件的事項，

所以就沒辦法繼續辦這個案子，然後我們就是有多加這個 SOP。這是我們本來

的辦案 SOP，就是行政會先幫案件編號，主要就是分配給專員然後寄出收信，

專員就會開始辦案，寫大綱說明表，跟相關單位接洽也會請行政寄信，結案主要

是專員會寫結案報告，上傳結案文件，行政會審查過。 

這是我們這學期收到所有的學權案件，有鄧文龍老師的教學評鑑案，跟老師上課

會比較有一些關係的；遠距課程的頁面標示不明，提案人覺得頁面標示不夠清楚，

希望學校可以改一下網頁；重要集會點名是提案人希望可以不要點名兩次因為他

是大學部的；教學助理這個要結案因為提案人沒有理我們；排水裝置學校也已經

有配套措施；英文分組的話提案人只是想了解分組為什麼要改制度；大型重型機

車是提案人希望可以停在學校停車格；宿舍的問題是跟宿舍的評分跟管理有關係，

宿舍也有進行說明了；外交系是他們的畢展時間跟前陣子的投票時間有卡到，不

過他們也都有一個配套措施。這是我們剛開學的時候做的學權部懶人包。 

這是我們剛辦完的活動，這是我們辦完活動收集到所有學生的意見，我們有統整

到各處室有寄給各處室有跟他們說是僅供參考，就是有跟他們說這是我們在活動

中收集到的學生留言。我們也有辦一個校務會議出席學生代表團，有定期回報例

行的開會通知單，也有做問卷請大家填寫。這是我們這學期爭取到的機車停車場

的 RFID，我們問卷有發出去幾個月了，我們有回收回來，問卷分析之後也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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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總務處了。這是排球防護網的文章，謝謝大家。 

 

1. 黃鼎揚:目前有任何一個案件是有成立專案小組嗎? 

學權部部長:目前沒有。 

2. 莊雅薇:你們的 SOP 已經有圖表出來，有打算什麼時候產生成法規嗎? 

學權部部長:我們有在努力寫。 

3. 莊雅薇:我剛看滿多問題是他們可以自己去問學校，那他們為什麼還要跟你們

形 成一個管道在跟學校講?就像外交系畢展 

學權部部長: 對。其實很多事情他們可以自己解決，但他們現在有一種觀念

是有問題就直接找我們，所以我們才會多加一個 SOP 讓他們可以直接跟校方

連絡。 

4. 蔡泊沂: 12/13 號是我們的常會，如果還沒趕出法規可以在 1/3 的時候提出 

學權部部長:好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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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學生會正副會長報告 

 

這是我們的目錄。第一個先講一下我們目前的部門概況，每個部門都有正副部長，

因為有一些個人因素沒有繼續或是有對未來的打算。所以下學期，社務部的部長、

活動部的副部長、設計部的部長、還有學權部的部長都會有一些人事的調動。目

前名單還沒有出來，之後出來再把名單補給你們。這是我們行幹會議的出席率，

然後這是核心會議的出席率，核心會議每個禮拜三都會招開會務。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預計 12 月 22 號，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要來參訪的那天招開會務會議，到

在下午的 5 點 30 分，所以也請議長跟副議長還有各委員會派一個代表來參與這

個會議，在麻煩各位把那天的時間空出來，我們的秘書會再寄通知單。這是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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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民主牆活動，然後這是社務部的社彩繽紛，人資部的會內幹部訓練，這個是

辦在開學前。器材部的器材訓，活動部的繽紛影展跟世界文化嘉年華。世界文化

嘉年華這個活動我們會掛在國際部上面，新聞部的樞紐平台，這是線上平台，之

前原本有預計要估一筆經費把它升級，但是後來發現其實免費的就夠用，所以我

們就沒有動用到那筆經費。然後會網，接著是會員禮。今年的會員禮是環保吸管

跟杯墊。經預表，這上面的經預表是估研習費用，那目前這學期唯一會到校外的

研習一樣會給學權部寒假進行的一個活動叫「學權霸」，這筆經費是由學權部去

參加然後我幫他們核銷。 

 

議會質詢： 

議長 蔡泊沂：先謝謝會長！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副議長 莊雅薇：我想詢問目前人資部運作狀況怎麼樣?因為人資部是今年剛成立

的對不對?在人資沒有前都是由副會處理，那請問這個部門成立有沒有達到成效? 

會長 趙儀：有，他們有做一個考核表，確實登記我們行政中心每一個人活動的

出席率還會定時抽查秘書處的會議出席率。 

副議長 莊雅薇：既然人資部都獨立出來，那目前副會負責的部分是什麼? 

會長 趙儀：輔佐我，就像你們的副議長一模一樣。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副召委 蘇于晴:想請問最前面的會議那邊，有照片嗎? 

會長 趙儀：有，在秘書那邊，但我們秘書今天沒有來，如果妳要的話我可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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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妳。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副召委 蘇于晴：有證明就好。 

學生權益委員會召委 黃鼎揚：想問一下核心會議到底在報告那些內容? 

會長 趙儀：如果我們下下下禮拜要辦活動，那我們就要先宣傳，如果大家都沒

有什麼特別的事項，比如說這學期新聞部都沒有，他們就會說這禮拜部內的運作，

像是部內做了一篇文章但還沒發的預計發稿，公關部又接了幾個特約商，學權部

又接了幾個案件。 

學生權益委員會召委 黃鼎揚:還有就是這些會議平均的開會時間大概都是多久? 

會長 趙儀：40 分鐘到 1 小時。 

副議長 莊雅薇：你們期末時會提出你們下學期的施政報告嗎?包括預計要辦的活

動跟經費及成效。 

議長 蔡泊沂：在經審會以前我們要知道你們下學期的東西，我們才能開經審會。 

會長 趙儀：下學期應該是沒幾個活動，因為會主要以評鑑這個方向來走。 

議長 蔡泊沂：還是要! 

副議長：想請問會長你們下學期的活動規劃大概是怎樣? 

會長 趙儀：我的活動規劃就是，如果他們有任何想做的事情並且是在合理的範

圍內就可以讓他們去做。那如果沒有活動的話，我們就是專心處理評鑑的東西。 

副議長 莊雅薇：我想請問一個人事問題，我們那時候問器材部說嵇永濬是甚麼

職位，然後器材部就回答他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好奇他現在是在拿一個單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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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他是器材部然後會幫忙值星，如果我們有活動需要工作人員給他。因為器

材部說他不是他們的人，然後也沒有排班。 

會長 趙儀：有啊!他有在排班表上啊!我開雲端給你看。我覺得是我跟他們部長

之間有些交接問題，那這個部份我會回去跟他們處理清楚，再把事情告訴你們，

這樣可以嗎?他都有在值星排班表上。 

議長 蔡泊沂：我想講一個國際部的問題，國際部現在沒有正副部長 

會長 趙儀：他是掛在活動部下面，這已經跟柏宏老師討論過。原本是預計刪除，

但柏宏老師說這個可以放在全學評上面當學生會特色 

議長 蔡泊沂:所以就是活動部部長兼任國際部部長? 

會長 趙儀：對，我原本要回你但我忘了，不好意思。 

副議長 莊雅薇：世界文化嘉年華這個活動就是掛在國際部下面嗎？ 

會長 趙儀：對。 

議長 蔡泊沂：那還有問題嗎？老師有問題嗎？如果沒問題的話就謝謝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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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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