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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三次常務會議 

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22日(四)18時 00分 

會議地點：莊敬樓 S301 

主    席：學生會 學生議會 副議長 莊雅薇 

記    錄：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倪敬茵 

出席人員：蔡泊沂、莊雅薇、蘇于晴、徐彗心、呂璦宇、簡廷軒、楊     

于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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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 會長 趙儀 

學生會 副會長 廖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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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處長 陳陸涵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秘書處 副處長 李永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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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部 部長 徐誌彬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財務部 副部長 陳雅思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長 顏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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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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權委員會秘書 何美萱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學權委員會秘書 邱筱雯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秘書 邱琬媗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秘書 廖卉淳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經總委員會秘書 王映婷 

 

  

請假人員：呂珈稜、柯芷萱、劉立晴、蔡泊沂、林玳薇、甘琍君、簡

廷軒、陳映涵 

缺席人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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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人數：24人 

請假人數：8人 

缺席人數：0人 

出席人數：16人 

法定人數：11人 

出 席 率：100% 

貳、 主席宣布開會 

現在是 18:10分，主席在此宣布開會。 

參、 議長報告 

一、 議長今天去參加研習不能參加會議，所以由副議長代替

報告。我們今天有一些提案單需要審核，但學生會行政

中心的提案單比較急，所以我們會先審核他們的提案單，

再討論今天要討論的事項。 

二、 之前提出的行政中心的質詢報告，時間和地點已確認，

報告的順序也已經確認了，之後行政中心會陸續把報告

內容先寄給我們，不一定只能問相關簡報內容的問題，

也可以從他們辦的活動中提出問題，如果當天時間不夠，

可以等會議結束的時候再繼續質詢他們，請大家回去確

認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三、 我們要決定期末質詢報告的時間。 

    日期 

    1/2（三）  

 表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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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意:10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同意人數大於不同意人數，此提案通過。 

 1/4（五） 

 表  決: 

        同  意:11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 同意人數大於不同意人數，此提案通過。 

 時間 

 1/2（三）17:00-18:00 

表  決: 

        同  意:13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 同意人數大於不同意人數，此提案通過。 

1/4（五）17:00-18:00 

 表  決: 

        同  意:12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 同意人數大於不同意人數，此提案通過。 

四、 蒐集「集中考試須徵求教學單位同意」的意見建議： 

 反方建議 

1. 志工公假分數也需打折，因期中考已是既定活動。除非

是不可取代性活動(如比賽)。學生須為自己的決定負

責。 

2. 難易度有落差，對提早準備學生不公平，志工有更多時

間準備考試。 

正方建議 

1. 學生已評估過衡量過，不應再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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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阻礙學生自身權益，學生以自主想參與，學生可透過國

際活動美化校譽，提升文藻風評。 

3. 學校過濾資訊時須考量重要事項及活動，配套需先討論

好再公布資訊。 

五、 11/26、11/27有議事規則研習營，請大家務必撥空來參

加。 

六、 收集 12/7總務會議之意見。 

1. 減塑機器，回收寶特瓶換錢。 

2. 校車問題：使用者付費，每次使用每次繳費(參照公車模式)，

不應強制繳一學期的費用。 

3. 洗手台(參考洗碗槽概念)建在教室外面。 

4. 洗碗槽每層樓都要有一台，紓解巔峰時間人潮。 

5. 飲水機缺水問題，會導致冰水溫度 40。 

6. 資訊教室滑鼠、鍵盤、椅子及程式過於老舊，需要更新。

硬軟體須更新，或更新一樣沒有改善，品質需把關。例如:

學生應考權受影響需改善。 

肆、 副議長報告 

伍、 各項活動召集人工作進度報告 

陸、 各委員會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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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權益委員會 

目前的工作進度，我們已經把監督的工作分配下去了，開始實

施監督的工作，然後這學期新增了活動監督的表格，也已經做

好了。 

二、 法規委員會 

因為適逢段考週，我和召集委員代理人都沒有時間修法條，在

下次常務會議前，我們會盡可能把需要修的法條全部修完。 

三、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 

我們今天有提兩個提案單，一個是關於學生議會經審暨總務委

員會的組織規程，另一個是社團經費補助細則，請大家幫忙看

一下，謝謝。 

柒、 校級代表會報告 

一、 教務會議 學生代表 蔡泊沂 

1. 一個學生對於成績不服，來教務會議繼續解釋。 

2. 選優良教師。 

3. 對於期中期末考集中考試請公假須徵求教學單位同意的看

法，預計於教務會議提案。 

二、 校務會議  學生代表 蔡泊沂 

   1. 多功能大樓預計於 12/27落成並進行揭牌儀式。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三次常務會議 － 107/11/22(四) 

9 

 

   2. 推廣安琪小站。 

   3. 學生自殺、點名的系統要改善、學費繳交寬容制度、導師       

   系統強化。 

   4. 下屆校長：陳美華（校友）。 

   5. 請假系統線上化，老師點名期限 3天內，請假於一個禮拜     

   內完成（五專大學相同）。 

   6. 四技德文下學年度將縮減一班。 

   議員：系學會費收入減少，導致活動不好辦理。 

      7.外教日間碩士班停招。 

捌、 秘書處行政工作報告 

1. 各委員寄提案單的時候，如果是要修法，都要在提案單的

下面附註一個完整的法規。 

2. 以後秘書寄信完，都會在該群組通知，請各委員查收，如

果沒有收到，再跟我們說。 

3. 秘書處的行政進度，大多數的會議紀錄都已經完成了，只

剩下一個委員會會議的照片需要補拍照片和簽到單補

簽。 

玖、 討論事項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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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者: 經審暨總務委員 呂璦宇 

案由: 茲修改《文藻外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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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表  決: 

    同  意:14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同意人數過三分之二，此提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者: 經審暨總務召集委員代理人 蘇于晴 

案由: 茲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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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修正 

提案人：蘇于晴 

提案人說明：修改錯字、例子的部分。 

表 決： 

同 意：12票 

不同意：0票 

決議：此修正動議成立。 

 

表  決: 

    同  意:2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贊同大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者: 秘書處處長 陳睦涵 

案由: 審核 107年 12月 08日（六）社團資料講習活動經費預定表，敬

請公決。  

        說明: 無。 

表  決: 

    同  意:4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 贊同大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者: 社務部副部長 吳若薰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三次常務會議 － 107/11/22(四) 

11 

 

案由: 茲審查《【尋找社彩】社彩繽紛暨社團登記展之經費預定表》，敬

請公決。  

       說明: 讓全校師生能從社團登記展享受文藻的社團風氣，並藉此協助社           

       團招募新生。 
表  決: 

    同  意:11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同意人數過三分之二，此提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者: 學生議會議長 蔡泊沂 

案由: 茲擬訂《107學年度議事規則研習營》，敬請公決。 

       說明: 無。 
表  決: 

    同  意:16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同意人數過三分之二，此提案通過。 

壹拾、 臨時動議 

壹拾壹、 聲明與補述 

一、 學生議會秘書處 

經過上次的三機構文件及流程統一之後，我們改成三天前

把議程寄出，在寄出之後，所有開會的出席及列席人員都

可以看一下提案內容，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回覆

那封 E-Mail，秘書會直接問提案人要不修改此提案，這樣

不會延誤到大家的時間，開會也會更快更順暢。 

壹拾貳、 散會 

現在是 19：35分，本席在此宣布散會。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三次常務會議 － 107/11/22(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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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三次常務會議 － 107/11/22(四)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