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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會議時間：107年 10月 18日(四)18時 10分 

會議地點：自強樓 F302 

主    席：學生議會 議長 蔡泊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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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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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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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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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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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美萱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邱琬媗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許馨方 
  

請假人員：柯芷萱、楊于涵、吳佳倩、甘琍君、簡廷軒、許曉琳  

缺席人員：呂珈稜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 107/10/18(四) 

2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 107/10/18(四) 

3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常務會議 － 107/10/18(四) 

4 

壹、 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人數：24人 

請假人數：6人 

缺席人數：1人 

出席人數：17人 

法定人數：12人 

出 席 率：94% 

貳、 主席宣布開會 

現在是 18:13分，主席在此宣布開會。 

參、 議長報告 

一、 謝謝各位撥空來參加我們的會議，等一下我們主要會有

各委員會的進度報告和校級代表會報告，還有一些提案

單要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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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 

已完成： 

1.已和財務部討論每星期四固定一次簽章財務資料。另外也已

排好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內部值班人員的時間。 

2.每個月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召集委員都會跟議長核銷，需有支

出憑證、明細表、議長、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召集委員及輔導老

師的簽名，已開始實施但還未訂定法規。 

待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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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時與財務部開會，談論行政補助款提領及發放時間。 

2.與法規委員會討論修改與新增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內部法規

的內容。 

開會：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於 10/25星期四中午開會討論修改及新增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內部法規。 

二、 法規委員會 

已完成： 

1.學生議會人事要點 

2.新增人事要點之法源 

3.評議會組織法 

4.行政中心組織法(未通過) 

5.學生議會組織法 

待討論： 

目前仍有些許法規不完整(三讀規則等)，盡可能在下次常會前

修改完成。 

開會： 

內部會議目前還未定出日期。 

三、 學生權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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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 

1.短中長計畫之擬定。 

2.委員案件監督方式。 

待討論： 

1.於 10/23(二)委員會時，分配活動及三、 學生權益委員會

案件。 

2.每月委員會議及例行會議之時間。 

開會： 

1.於 10/31(三)與學生權益部召開第一次例行會。 

柒、 校級代表會報告 

一、 學務會議 學生代表 蔡泊沂 

前議長提議在萊爾富外面多增加兩台微波爐，目前總務長已經

增加了。還有提出針對學生的出席率，操性分數要有扣分的上

限，才不會因為出席率而操性分數大幅降低，但目前學校已經

撤案了。 

二、 人文教育學院會議 學生代表 莊雅薇 

上禮拜五我有去至善樓跟人文教育學院的主管們開會，但他們

主要談論的是關於學校行政中心的計畫，跟學生權益比較沒有

關係，之後有再開會，會再向大家回報。我有跟他們的秘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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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如果有拿到的話，會再貼在群組給大家看。 

三、 全人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議 學生代表 蔡泊沂 

有人對現在五專部所教的人格修養和大學部的全人教育課程

這兩門課有任何意見嗎？下次開會可以提出。 

各委員提出的意見： 

1. 可以請老師不要把宗教的東西帶進課程嗎？老師有一點

強迫學生信仰天主教，有信仰其他宗教的學生覺得有點反

感。 

2. 當初學校安排這兩門課程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一定要

上這兩門課程？ 

3. 大學部二年級的全人教育課程變成兩堂課，這樣會占領我

們想要修其他課程的學分。 

4. 建議學校課以讓學生選擇自己想要修的人格修養課程，不

要制式化、強迫學生吸收這些東西，希望授課內容能以學

生想知道的東西為主，而不是學校規定老師的授課主題，

了解一下學生的需求。 

捌、 秘書處行政工作報告 

1.因近期三機構文件格式要統一，所以將於 10/25舉辦文書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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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委員會、行政中心寫提案單時要注意用詞。 

3.如有提案單，請注意格式。 

4.提案單請在會議 4天前交給秘書，都會在群組提醒要寄給    

 誰。如果沒有在 4天前寄給秘書，則延到下一次常務會議討 

 論。 

5.簽到單不可有塗改痕跡。 

玖、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者: 法規委員 孫懷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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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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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委員 甘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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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決: 

    同  意:0人 

    不同意:10人 

決 議: 不同意人數大於同意人數，此提案不通過。 

 

   提案三 

提案者: 法規委員 丁莞書 

案由: 茲修改《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評議會組織法》，敬請公決。 

說明: 無。 

表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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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意:14人 

    不同意:1人 

決 議: 同意人數過三分之二，此提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者: 法規召集委員 陳民洸 

案由: 茲增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議會人事要點》，敬請公決。 

說明: 無。 

一級修正 

提案人：陳民洸 

提案人說明：將人事異動申請書改為人事異動申請單。 

表 決： 

同 意：15票 

不同意：0票 

決議：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陳映涵 

提案人說明：將議長討論後批准補修為議長及該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召  

      集委員代理人討論後批准。 

表 決： 

同 意：16票 

不同意：0票 

決議：此修正動議成立 

 

一級修正 

提案人：陳民洸 

提案人說明：清掃學生活動中心補修為須在被告知後一周內清掃學生活   

            動中心。 

表 決： 

同 意：14票 

不同意：0票 

決議：此修正動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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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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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提案者: 法規召集委員 陳民洸 

案由: 茲修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議會組織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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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 

提案者: 器材部部長 陳柔絃 

案由: 茲修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器材管理暨報廢辦法》，敬請公決。 

說明: 無。 

表  決: 

    同  意:0人 

    不同意:13人 

決 議: 不同意人數大於同意人數，此提案不通過。 

 

   提案七 

提案者: 活動部部長 林家漢 

案由: 茲擬訂《綠色環保傳情園遊會企劃》，敬請公決。 

說明: 附件一為活動經費預定表。 

提案 1：活動經費預定表裡面的乾燥花經費是否通過。 

表  決: 

同  意:0人 

不同意:10人 

決 議: 不同意人數大於同意人數，此提案不通過。 

 

提案 2：將項目雜支裡的垃圾袋和電池刪掉，並把經費刪減成 200 元。 

表  決: 

同  意:9人 

不同意:1人 

決 議: 同意人數大於不同意人數，此提案通過。 

 

提案 3：活動經費預定表裡面的環保杯押金是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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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七總表決: 

       同  意:13人 

       不同意:0人 

        提案七總決議: 同意人數過三分之二，此提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者: 活動部部長 林家漢 

案由: 茲擬訂《Youtuber經驗分享會企劃》，敬請公決。 

說明: 附件二為活動經費預定表。 

提案 1：將項目雜支裡的垃圾袋和電池刪掉，並把經費刪減成 250 元。 

表  決: 

同  意:7人 

不同意:0人 

決 議: 同意人數大於不同意人數，此提案通過。 

 

提案八總表決: 

         同  意:12人 

         不同意:0人 

提案八總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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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貳、 散會 

現在是 1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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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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