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第二次臨時常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 
107年 1月 2日 (三) 

 107年 1月 4日（五） 

地 點 
107年 1月 2日（二）自強樓 F302  

107年 1月 4日（三）自強樓 F202 

主 席 學生會學生議會 議長 蔡泊沂  

紀 錄 學生議會秘書（全），繕打逐字稿。  

  紀 錄 五專部日文科 2A 蕭敏星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臨時常務會議 － 1 月 2 日（三）、1月 4日（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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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臨時常務會議 

會議日期：107 年 1 月 2 日（三）、107 年 1 月 4 日（五） 

會議時間：1月 2日（三）17：10～18：10 

          1 月 4 日（五）17：10～18：00 

會議地點：107 年 1 月 2 日（三）自強樓 F302  

    107 年 1月 4 日（五）自強樓 F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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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曉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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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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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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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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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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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映婷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邱筱雯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楊子萱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羅艾文 

  
請假人員：無 

缺席人員：簡廷軒、劉立晴、陳映涵、徐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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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人數：24人 

請假人數：0人 

缺席人數：4人 

出席人數：20人 

法定人數：16人 

出 席 率：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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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附件五。 

柒、 活動部報告 

參考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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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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成效的話，上次我們指導老師昶志他說要改就是那個簽名的，把機構負責 

人調到上面，然後多一個就是，就是變成說學生會長位置是機構負責人的位置 

，有調過來，就是連經差也有改，下面那一個。修訂這個法規是上次的施政報 

告就有說，就是部內會的開會制度，有需要的時候才開，第二個是提領單的部 

分，第三個是畢業公演補助款，因為有很多系的畢業公演他們還沒給我們，我 

們還在跟他們催，所以還沒有放；行政補助款的話，照常理來講，應該是上禮 

拜截止，但是有些社團還沒有來領，所以明天之前財務部部長會把名單給我們 

幹部，讓他們去寄信，去記得期末前要來領，不然就是沒有。下學期工讀生費 

會從 140 塊調到 150 塊，然後下學期的行政補助款要發。我們下學期預計還會再 

招新人。這是目前月收租明細帳，這是行政補助款計算。 

議員：好，我想先問一下，就是經差表的部分，你們的流程，就是大概一張經 

差表會跑多久？ 

部長：在跑的不是經差表，是傳票，傳票跟經差表還有評鑑會併在一起跑，跑 

多久的話，要看是學生會的部分還是社團。學生會如果很急的話，通常跑比較 

快；但是社團的話，因為有時候他們社團交過來的格式會不對，會退回去，所 

以日期不一定。 

議員：我想請問一下你們的行政補助款，你們是這學期開放，若有忘記領的社 

團，他們可以在學期末前補領這樣嗎？ 

部長：對。因為這算最後一次提前 

議員：那你們是以後都會這樣，還是這學期才會這樣？ 

部長：因為說這學期開始發的時間較晚。所以期限內沒有來領也算是正常狀況 

。 

議員：那之後也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部長：就是每次一定有社團沒有在期限之前來領，但是之後都會開放補領。 

議員：所以還會有？ 

部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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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家好這裡是公關部期末的報告，然後我們在 12 月 19 號的時候有開一次特約商 

資料夾的籌備會，會重點還有討論事項就是在底下。22 號的時候又有開第 4次的 

部內會。這一次是只有 5 個人到，有一個人他是因為感冒所以不能出席，然後會 

議的重點在底下。這是我們今年度做特約商資料夾，我們這次做的資料夾的話 

是後面沒有資訊的，我們是改為用 QR CODE 的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使用電 

子化的方式，不要每次的特約商都只能用口耳相傳的方式。用電子化的方式可 

以讓大家直接上網查找，我們這次的話是做 1000 份。這是我們上個禮拜有把特 

約商的資訊放到會網上面，然後會網上面就可以直接連結到粉專還有地圖或者 

是發現更多好康，更多好康的話就是底下的這裡，底下這裡的話就是可以看到 

用各種分類分出來的店家，然後這是我們下學期預計舉辦的活動。這是跟學權 

部合辦的青年月，為什麼會叫要它青年月是因為希望請一些青年的大概就是 

2,30 歲的講師來為大家演講。也有在辦一個世界咖啡館，這就是我們預期的成 

效還有費用。也有一個是跟活動部一起辦的音樂祭，就是用畢業為主題，會邀 

請一些音樂性的社團來表演，也有可能會邀請獨立樂團來表演，這裡就是我們 

的成效．這個的話就是畢業贈禮，就是像去年一樣的話，發給在學期間每個學 

期都有繳會費的畢業生，就是希望能藉由這些贈品可以提高會費的繳交率 也可 

以回饋給那些每學期都有繳會費的畢業生。這次的贈品我們會希望做一些比較 

實用的東西，例如環保餐具或者是一些帆布袋就是讓大家比較能使用的東西。 

我的報告就到這裡結束，謝謝。 

質詢： 

議長 蔡泊沂：那有沒有議員想要提出任何問題？ 

副議長 莊雅薇：我要請問你們這次畢業贈禮是有像之前一樣會發問卷還是自己 

討論？ 

公關部：我們希望自己討論出來就好，這樣子的話就可能避免爭端。 

議員 蘇于晴：你們的報告第二頁的時候有提到說你們可能會有幹部退出學生會 

，那要請問一下你們人數會不會過少？下學期有沒有考慮要再找新人？ 

公關部：我們目前的話退出 3 名，我們現在包含正副部長的話剩 3名，我們預計 

下學期期初會再招一次。 

議員 葉俞均：關於會網的部分，你們會網有想到要怎樣去推廣然後讓更多人去 

接觸嗎？因為你們有設計這些連結，那如果大家不知道這個網站的話那個觸及 

率還是不會很高。你們有想到要做嗎？ 

公關部：我們之後會在 dcard 宣傳，也會把我們特約商的資料夾上面直接有會網 

的連結，我們會發 1000 份就代表會有更多人可以看到會網。 

議員 葉于均：謝謝。 

副議長 莊雅薇：可以請問你們之前 17 屆是特約商直接有創一個粉專，那你們這 

屆打算再重新創立還是用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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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部：我們現在是延續舊的然後也有持續在發文。 

議長 蔡泊沂：還有問題嗎？好那就謝謝公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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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大家好，我是行政中心設計部的副部長，那我現在開始報告。 

首先我們這學期有人事異動，副部長會變成部長，也就是我，因為我們的部長 

要去交換，所以她不會繼續留在這部分，副部長的位置就不會補上。 

接下來看到的這些就是我們設計部幫各個活動所設計的海報或是宣傳，這是 12 

月 6 號 IC Charlie 所做的活動海報，那我們在 12 月 28 號的時候有開第二次部內會 

，那因為剛開完會所以還沒有照片，那部內總共 4人出席 3人，因為我們其中一 

個人要提前考期末考，所以少一個人出席。 

我們的未來走向：下學期打算先幫行政中心處理全學評的封面或是備册的部分 

，因為可能會需要美編，還有學評時候的布置，都是設計部會主動提供幫忙， 

那我的報告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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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下學期的話部長會變成原本的副部吳若勳，然後副部長會由陳泱儒來接任，部 

員會只剩劉家甄一個，所以我們這學期還會再招人，就是下禮拜會有一個徵才 

的活動。還有期末社辦大掃除，然後信都已經準備好了，已經知會各個社團的 

幹部。然後就沒有其他的事情了。 

質詢： 

議長 蔡泊沂：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副議長 莊雅薇：我要請問所以你們下學期有要辦什麼活動嗎？ 

社務部：基本上要看課指組那邊，因為課指組那邊是有跟我們提到說有想要讓 

我們跟那些比較靜態類的社團做合辦成果展，但是他們那邊具體也沒有要我們 

做什麼，所以可能還要再等老師那邊的通知我們才會再去聯絡各社團這樣子。 

議長 蔡泊沂：我想問那你們預計要招幾個人？ 

社務部：可能還會再招 2.3 個，就一樣維持部內 5.6 個，不然這樣社團分配會有點 

太多人。 

議長 蔡泊沂：還有人有問題嗎？ 

副議長 莊雅薇：可以請問下學期是社團就一定會搬到新大樓，還是 108 學年才 

搬？ 

社務部：這個我也不知道。 

議長 蔡泊沂：還有人有問題嗎？ 

副議長 莊雅薇：如果到時候真的要遷也是社務部要處理嗎？就是社櫃那些東西 

。 

社務部：社櫃那些他們自己要搬，然後他們的分配可能就會給我們分配，會長 

可能跟我們裡面再討問一下。 

副議長 莊雅薇：所以就會訂個日期 A類就是先怎麼樣這樣？ 

學生會會長 趙儀：那個等一下這邊我可以講，那個搬過去的問題是要看課指組 

和學務處到底訂定我們什麼時候要搬，那要搬的話目前也應該只有工讀生室跟 

電腦室，那我們的社櫃這些還是維持在學活這樣 ok 嗎？ 

副議長 莊雅薇：你等一下會再報告一次嗎？ 

學生會會長 趙儀：不會 

副議長 莊雅薇：你可以再講一次嗎？ 

學生會會長 趙儀：就是這個東西都要看課指組和學務處決定我們什麼時候要搬 

，新大樓什麼時候啟用。那其他的社櫃跟那些社辦都會維持在學活，因為學活 

目前沒有要拆掉的打算，那唯一會搬的就只有我們的會辦，跟一些檔案檔本那 

些。了解？ 

議長 蔡泊沂：還有人有問題嗎？沒有的話那就謝謝社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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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下學期的話部長會變成原本的副部吳若勳，然後副部長會由陳泱儒來接任，部 

員會只剩劉家甄一個，所以我們這學期還會再招人，就是下禮拜會有一個徵才 

的活動。還有期末社辦大掃除，然後信都已經準備好了，已經知會各個社團的 

幹部。然後就沒有其他的事情了。 

質詢： 

議長 蔡泊沂：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副議長 莊雅薇：我要請問所以你們下學期有要辦什麼活動嗎？ 

社務部：基本上要看課指組那邊，因為課指組那邊是有跟我們提到說有想要讓 

我們跟那些比較靜態類的社團做合辦成果展，但是他們那邊具體也沒有要我們 

做什麼，所以可能還要再等老師那邊的通知我們才會再去聯絡各社團這樣子。 

議長 蔡泊沂：我想問那你們預計要招幾個人？ 

社務部：可能還會再招 2.3 個，就一樣維持部內 5.6 個，不然這樣社團分配會有點 

太多人。 

議長 蔡泊沂：還有人有問題嗎？ 

副議長 莊雅薇：可以請問下學期是社團就一定會搬到新大樓，還是 108 學年才 

搬？ 

社務部：這個我也不知道。 

議長 蔡泊沂：還有人有問題嗎？ 

副議長 莊雅薇：如果到時候真的要遷也是社務部要處理嗎？就是社櫃那些東西 

。 

社務部：社櫃那些他們自己要搬，然後他們的分配可能就會給我們分配，會長 

可能跟我們裡面再討問一下。 

副議長 莊雅薇：所以就會訂個日期 A類就是先怎麼樣這樣？ 

學生會會長 趙儀：那個等一下這邊我可以講，那個搬過去的問題是要看課指組 

和學務處到底訂定我們什麼時候要搬，那要搬的話目前也應該只有工讀生室跟 

電腦室，那我們的社櫃這些還是維持在學活這樣 ok 嗎？ 

副議長 莊雅薇：你等一下會再報告一次嗎？ 

學生會會長 趙儀：不會 

副議長 莊雅薇：你可以再講一次嗎？ 

學生會會長 趙儀：就是這個東西都要看課指組和學務處決定我們什麼時候要搬 

，新大樓什麼時候啟用。那其他的社櫃跟那些社辦都會維持在學活，因為學活 

目前沒有要拆掉的打算，那唯一會搬的就只有我們的會辦，跟一些檔案檔本那 

些。了解？ 

議長 蔡泊沂：還有人有問題嗎？沒有的話那就謝謝社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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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開始了嗎？大家好，我是活動部部長，然後我今天要報告我們的施政報告。然後這是我們的

行政狀況，然後都沒有什麼重大決議，然後在我們第三次部內會的重大決議是，我們活動部

副部長林郁萱因為私人因素要退出學生會，然後由幹部顏妤珊來擔任副部長，然後幹部王姿

穎、林宇真、顏妤珊因為私人因素所以要退出學生會然後第一個，舉辦活動成效，第一個是

尋找青春社校園演唱會，然後我們的效益是活動參與人數要 500 人以上，然後參與滿意度達

80%以上，還有提高全校師生生活藝術，然後我們的問卷的同意都有到 90%以上，然後我們

改善建議就是，在演唱會的 ppt 上加上歌詞來輔助觀眾，還有應該要準備足夠的警示線，還

有班級配票應該在活動前 3 個禮拜執行，然後工作人員應該盡善份內工作，還有多多宣傳，

然後這是當天的活動照片，然後這是問卷的結果，然後總共 131 個人的回覆。這個是名人講

座 I see Charlie，是在 107/12/26（禮拜三）辦的，然後活動的預期效益是達 300 人以上，

滿意度達 80%以上，還有參與人員活動滿意度達 80%以上，然後這次問卷滿意度都有達 90%

以上，然後改善的話是，提前先確認器材，然後做好完整的規劃，然後再次跟演講人討論一

下演講方式，還有避免重複領票的狀況發生，還有應該要維持動線，然後這是當天的活動照

片，這是問卷統計結果，然後有 189 個人回覆。然後這是我們的尋找青春校園演唱會的活動

支出，然後這是經差表，然後這是我們 102 年的行政規劃，目前的話是總共有 5個人，然後

預計下個學期要招收 4-5 名幹部，然後這是我們下學期預計的活動，第一個是音樂季，就是

要與公關部合辦的，然後效益是以畢業季為主題，讓畢業生有美好的回憶，還有增加社團的

曝光機會。然後第二個是 ilook thing 派對，是跟 ilook 廠商合作，要以攤位形式舉行，然

後我們具體效應是在校園中推廣第八藝術。然後第三個是復活節派對，然後活動形式是邀請

DJ 到校表演，然後成效是以復活節為主題讓在校師生感受氣氛以及體驗派對。然後第四個

是市集，可能會在薪傳廣場辦，然後會請社團表演，然後效益是透過市集可以減輕學生的壓

力，然後我們會邀請社團讓他們更有曝光率，謝謝。 

 

質詢 

議員：好，那有人有問題嗎？ 

議員：好，那就是因為我們委員在去看你們那個演唱會的時候有發現你們在化雨堂內食用食

物 

部長：我們在貴賓室吃。 

議員：喔喔，那貴賓室是可以吃東西的？ 

部長：對。 

議員：好的。 

議員：那這學期經費大多是學生會會費還是是可能像課指組播去的經費，還是？ 

部長：有兩個活動是課指組付費，其他都是學生會費。 

議員：總共大概是幾個？ 

部長：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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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這學期總共。 

部長：這學期總共是 6 個活動，然後兩個活動是課指組經費 

議員：好，了解。那，因為我們有看你們檢討會的那個。 

部長：嗯。 

議員：然後我發現你們在問卷上沒有做那個討論 

部長：不好意思，什麼意思？ 

議員：就是你們不是有做問卷調查嗎？每次活動都有。 

部長：對。 

議員：那，你們檢討會會表的問卷要做一個討論的項目。 

部長：我們都會截圖給工作人員看，就是一些回覆 

議員：不好意思，我誤會了，因為我看檢討會的會議紀錄是沒有，所以是有做可是沒有貼上

去？ 

部長：對 

議員：了解，那就是有注意到就是，你們其中一個檢討會出席率是只有一半的。 

部長：對。 

議員：這出席率是正常的嗎？每次大概都是這樣子嗎？ 

部長：就只有那個，因為那個出席率太低，所以我們是把後面的改成線上會議，這樣出席率

會比較高。 

議員：部長覺得線上會議效率會比較好？ 

部長：對，我們在那個低的之後，改成線上會議，出席率都有達到 2/3 以上的人。 

議員：那下學期預計的活動有哪些是透過課指組的支出嗎？ 

部長：我們還沒討論。 

議員：好，那，剛才有說兩個是由課指組支出，那請問是哪兩個？ 

部長：世界文化嘉年華跟 ilook。 

議員：好，就這樣。 

議員：好，我要問的主要是爭對那個 I see Charlie，剛才有提到那個版權問題，我覺得那

沒有問題，然後我剛才看到你們 ppt 的第二頁還第三頁，就是你們的籌備會的人數，是不是

有一點，就是 50 幾%，然後你們是不是只有開一次籌備會。 

部長：對。 

議員：然後你們檢討是不是有寫籌備不夠？ 

部長：喔，都有在行前會上說明很清楚，都有很清楚的說明當天要幹嘛。 

議員：可是我看你們檢討會是說籌備不太足夠。 

部長：主要是那個主辦人沒有很完善的準備。 

議員：是主辦人的問題？ 

部長：對。 

議員：有人跟我反映就是你們這個活動蠻大的，就是整個學校，可是接收到的時間有點晚。

就是可能他們接收到隔天就已經要拿票了。 

部長：什麼意思？ 



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二次臨時常務會議 － 1 月 2 日（三）、1月 4日（五） 

18 

議員：就是他們覺得說，發佈拿票時間有點晚。 

部長：有點晚？我們是提前一個禮拜诶，所以我覺得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議員：那應該是他們的問題。 

部長：嗯。 

議員：沒有問題了，謝謝。 

議員：還有問題嗎？ 

議員：不好意思，那個，剛剛說問卷檢討會，就是之後可以打上去嗎？ 

部長：好。 

議員：你們下學期經費是估 8 萬？ 

部長：對，是 8 萬沒錯。 

議員：那這 8萬是？ 

部長：我們可能會邀請一些 DJ 跟獨立樂團。 

議員：所以主要是邀請的費用。 

部長：還有燈光費。 

議員：過去也是超過 8 萬以上嗎？ 

部長：之前沒有辦過這個活動。 

議員：有一頁 ppt 打錯字，就是（議員：I see Charlie 那裡） 

部長：哪一個。 

議員：左下角那個。 

部長：好，那我們會把他改掉。 

議員：好，那還有嗎？那先謝謝活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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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大家好，我是器材部部長。今天的報告是由我來負責。這個報告有包含期中的部分，所以我

等下可能會跳一些頁數。這個就是我們期末所購買的一些器材，對講機七支、直立式電扇兩

台、小蜜蜂麥克風四台。這些都是以學生會費來支出。事務機包錶費從九到十一月份的也完

成了。這是九到十一月份的經申表跟支出傳票，是事務機包錶費，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是

電風扇跟攜帶型擴音器（小蜜蜂麥克風），他的支出傳票跟經差表還沒做是因為貨還沒到文

藻，還無法去核銷，所以之後會把它做完。對講機也是，貨還沒送到。這邊是經申表的部分。

現在我要講的是第二學期的預定計畫，我們器材部下學期會主辦化雨堂主控室操作，以及動

線佈置證照研習營，會請學校的老師來擔任講師教我們化語堂主控室一樓、二樓的所有操作

以及讓我們試做。到時會分很多組別，一組一組輪流去操作這些器具，並且考取研習證照，

因為很多社團會在下學期舉辦成果展之類的活動，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活動舉辦在下學期。並

且希望可以購置這些器材，五組對講機、三組麥克風架以及一台專業擴家充電電器、兩台練

習用擴音器、兩台 Mini 擴、一台摺有線麥克風以及兩台兩輪的折疊式推車以及兩張長桌。

我們下學期人員配置也是這些幹部，沒有改變。分組也是分成檢測、維修、核銷組，來進行

器材部的部內工作。下禮拜會預計開第二次的部內會，沒有在 PPT 上顯示是因為還沒有開。

我的報告到這邊。 

 

質詢： 

議員 蔡泊沂：有人有問題嗎？沒有。那，謝謝器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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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大家好，我是行政中心秘書處陳睦涵，那今天由我為各位報告我們的行政計畫。那首先我們

還是先說明一下，我們這學期主要是協助人資部負責執行監督，那我們也會為各部門的活動

還有會議進行輔導秘書的部分，那因為下學期我們有一個幹部，品禎會離開學生會，所以我

們下學期負責的部門會在下個禮拜二處內會的時候進行一些變動。 

那這學期的話我們開了兩次的處內會議，那第一次的話是在 9/18 禮拜二，出席率是 100%，

第二次是在 12/13 的時候，出席率是 86%。那剛剛我們有說到，就是下禮拜二我們會召開第

三次的處內會議，主要是爭對人事異動還有一些輔導秘書的部分進行討論。 

再來是這學期我們主辦的兩個活動，第一個是會員代表大會，這個禮拜四的中午的時候召開

的，那社資講習的話是 12/18 早上的部分進行的，那活動會議的狀況，因為會員代表大會是

這個禮拜的部分，所以我只有列籌備會議，那社資講習的話是在 12 月，那我們社資講習的

籌備會議是在 11/2，出席率是 86%，12/6 是我們社資講習的行前會議，那出席率是 100%，

然後社資講習的檢討會是在 12/8，就是當天進行檢討，出席率也是 100%。 

那會員代表大會的話，我們籌備會是在 12/20 的時候召開，出席率是 86%，因為這是之前做

的 ppt，所以我把行前會的會議列在 1/2，那出席率的部分我們有列上去，那我們也會在下

個禮拜二跟初內會的時候一起召開檢討會，會員代表大會的檢討會，然後這是社資講習的

pdca 檢核表，那這次我們這次的社資講習參與人數高達 200 人，那經由活動問卷分析後，

我們整體的滿意度是 90%，有 10%的人覺得是普通，那時間地點的部分滿意度是 85%，地點

滿意度是 72%，內容的部分的話滿意度是 95%左右。 

那再來就是活動執行當天我們會有邀請 5位講師，一位是校外的講師，其他的部分都是之前

有經驗的學校的社團組織負責人，負責為我們的活動進行講課程，那其他的主要就是有分如

何凝聚社團還有一些，呃規劃經營社團的課程，那當天的話我們有進行檢討，因為我們在課

程之前有一個社團觀摩，那因為在報名的時候我們沒有強制社團一定要來，就是供社資給各

個社團觀摩，所以當天我們有給各個社團觀摩的只有兩個，那所以我們有想到一個辦法，就

是之後如果要辦理社資講習的話，可以邀請歷年社資評鑑有特優的社團，那就是用有點鼓勵

跟有點強制的方式來邀請社團展示自己的社資，可以在跟各個社團進行交流，那當天對講機

就是有出現沒辦法使用，所以我們用臨時跟其他單位借用，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下次會在

借器材的時候先進行確認，那當天因為我們在設計表單的時候，就是沒有列到各個社團要，

因為我們這次就是報名社資講習的部分是各個社團沒有限制人數，所以導致有些報名的參與

人員不知道，就是社團組織負責人沒有告知參與的人員是要參加什麼課程，所以這部分我們

檢討出來的方式就是，之後會在設立一些查詢報名狀況的一些表單，然後可以當天讓參與人

員進行查看。 

那這個是社資講習的經差表，那因為大部分的支出都是由學福經費支付，所以只有部分的就

是校內講師的部分是以學生會費做支出，那講義的部分也是由學福經費支付的。 

那這是當天各個課程的活動參與人數，那因為當天我們還有一個社資評鑑說明會，各個社團

就是沒有限制人數參與，所以人數是 113 人，那其他課程就是差不多在 28 人至 36 人左右，

那這是當天社資講習活動的照片，這個照片是社資觀摩的時候，那這個部分是校外講師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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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帶的一些團康活動的照片，那最後這個是上一屆的學生會會長為各個社團組織負責人講的

一些課程的照片。 

那再來是行政幹部會議，我們這學期開了兩次，第一次是 9/27，那出席率是 62%，第二次是

在 9/27，出席率是 84%，那下學期的話，秘書處規劃是會員代表大會每月舉辦一次，所以估

計會有 4~5 次的會員代表大會，那行政幹部會議的話也是會每月召開一次，那也是 4~5 次左

右，那我們也會跟課指組進行聯絡，就是下學期跟各個，就是全校性社資評鑑會再跟課指組

確認社資評鑑的時間點，所以就是這個部分還不太確定，那以上是秘書處的報告，謝謝。 

 

質詢 

議員：大家有問題想問嗎？ 

議員：我想請問一下，就是剛才有講到社資評鑑的那個，你們當天是提供兩個紙本資料給大

家看還是怎樣？ 

處長：就是有一個是，我們有分電子的跟紙本的，那山地服務社是提供紙本的，另一個是童

軍團的，童軍團的是以電腦開雲端的方式跟各位進行交流。 

議員：所以是開雲端然後 ppt 給大家看這樣還是？ 

處長：主要是開雲端給他們，因為當天是有 3個社團說要報名，那有一個社團就是沒有來進

行觀摩，所以變成兩個社團，那報名的時候就說兩個社團採電子的方式，那另一個社團，山

地服務社的話採用紙本的方式，那童軍團的話就是以開雲端的方式，就是他們的雲端，然後

呈現給社團看。 

議員：那這樣以後會考慮是那個電子檔先寄給大家看，還是（處長：嗯），如果社團都願意

提供的話，因為如果像大家這樣子，可能他們辦活動都是用以前舊有的格式，然後就是都沒

有翻新，然後如果他們有看到別的社團怎麼做的話就可以學習，因為他們是之前拿過特優的，

就是讓他們知道特優的學準大概怎麼樣，可以往那個方向前進（處長：好），希望可以先提

供這個資料給大家參考。 

處長：好。 

議員：就是你們之後內部再討論。 

處長：好。 

議員：這是建議。 

處長：嗯，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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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大家好，我是行政中心新聞部部長，那今天由我來做這次的期末施政報告。那我先報告一下

我們期中之後的開會狀況。我們總共開兩次部內會、兩次活動會議。那第二次部內會出席率

是 71%，主要事項各組進度回報、粉專封面更換，原本行事曆 po 文的形式會改成在封面做

更換。第三次部內會的出席率是 79%，主要是進行各組的進度回報，我們人事異動表決會由

部長與副部長在下學期推出，進行表決。另外兩個活動會議就是 Polaris potluck 的籌備會

跟行前會，籌備會主要事項經過分組後就是籌備工作說明當日工作需要注意的事項，還有當

場選四位場控為記錄員。那行前會也是進行差不多的內容，解釋活動規則，那天有邀請桌長

一起來，所以有說明桌長須知還有做一次當天的 run down。因為當時報名人數情況不佳，

所以我們有調整活動形式，但是，後來報名人數有再增加，所以最後維持一樣。那這是我們

12/24 辦的 potluck 活動，這是我們的活動照片跟海報，這個活動是由 4位桌長帶領討論性

別議題，有發放食物、飲料，大家可以各帶一道菜來分享，然後可以一邊討論、換桌討論。

這是我們這次的 PDCA，我們總共的參加人數約為 20 人，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是沒做過報名而

後參加的。我們回收的問卷有 17 份，有效益的 85%、整體滿意度 88%，原本預期效益為參與

人數達 20 人，滿意度達 80%以上，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討論來吸取到更多有關性別議題的相

關知識。我們整體問卷滿意度是 88%，普通 12%，不滿意 0%。活動進行為每回合 45 分鐘進

行討論。檢討會中討論改善建議，1.場佈器材部分是應該提早安排各組需要負責的地方，2.

餐點晚到，希望下次要提早準備，3.入場動線安排不夠清楚，讓參與人員不知該座落在哪邊。

4.如果下次要再辦類似活動，應該要先與桌長討論當天的議題內容，需要再多次檢查。我們

開銷狀況有做更改，預算是 6,450 元，實支金額是 5,554 元，經費來源是學生會費。主要原

因是因為餐點後來有降價的關係，人數減少，所以花得比較少。我跟副部長下學期會退出學

生會，所以這是我們下一屆部長陳昱君做的規劃。下學期預計期末會發佈學期的主題刊物，

有關整個學生會的一些活動預告，新聞部在樞紐網站上發的文章會做成實體紙本，也有可能

是書本，不一定，就是會發行一個刊物。實質內容跟排版我們會再討論。我們一樣維持報導

組、專欄組、公關組跟資訊組。報導組維持一整年的性別議題計畫，組員有調動，會在下學

期情況進行調整。專欄組的話，上次內容是各國交換生分享，那這次可能是各國文化及新知、

國際新聞跟校園相關的專欄。公關組可能就是維持原計劃，進行設計，可能協助資訊組的拍

攝。資訊組維持拍攝主題形象篇跟被動的攝影。主要差不多是這些規劃。我這次的報告就到

這邊，謝謝！ 

 

質詢： 

議員 莊雅薇：我可以好奇問一個嗎？想問一下資訊組的主題形象跟被動攝影是什麼嗎？ 

新聞部部長 林芷儀：被動攝影就是我們會內有需要攝影的地方都會去協助，主題形象篇，

去年有拍過 1分鐘、2分鐘概念片，那種前導片的感覺，有些會搭配我們的文章主題，會有

拍影片作輔助。補充：我們在會網有更新特約商資訊跟學權案件的進度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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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我是學權部部長，接下來我要做 107-2 的施政報告。我們 107-2，就是 12 月之後只有開一

次部內會，然後還有下一次部內會是在下一個禮拜，我們部內會是跟上次報告學權部有話說

檢討是一起的。這是我們的活動檢討的傳票跟經費，最旁邊那個是問卷。 我們這學期有預

計想要接七個案子，總共再加一個是八個；四件是宿舍相關的，結案的東西已經寄出去了。

還有一個是網頁設備，跟教學相關，然後我們法規就是已經送出去了，像是施政報告說要填

寫案件法則。這是我們下學期預計的活動，是跟公關部一起合辦，有三場講座跟一個世界咖

啡館，這是講座活動內容還有世界咖啡館的，下面是活動費用。 

 

議員:可以改一下那個錯字? 

部長:喔，不好意思。 

 

議員:可以簡單描述青年樂家要做什麼嗎? 

部長:我們有三場講座，主要是青年創業、社會議題，或一些創辦家，就是可能創辦了網站

之類的；然後咖啡館是議題討論會，吃東西，一起討論社會議題或校內議題。 

 

議員:我可以補充一點，上次的期中的施政報告有一個建議的事項，上面寫說有錯字，我後

來看我的檔案，字沒有打錯 

議員: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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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嗯？喔，對，這是我們 107-2 的部門概況，那設計部的話目前是沒有副部長的狀 

態，但之後有可能會有一個部員他叫徐葳他會升上來當副部長，那這個還在他 

們、要等他們開部內會之後才會決定，然後這邊都是他們剛剛有講過，然後陳 

思雅跟徐誌彬會對調，他們就只是對調而已但其實職責是差不多的，然後對調 

原因是因為徐志彬他自己有它自己的事情要做，他覺得他如果是部長的話對他 

來說會有點…壓力比較大所以才會進行這個調動。然後這是行幹會議的出席率 

，然後第二…第一次會代就是在一月三號，就是昨天中午十二點，然後已經舉 

辦完畢那出席率是滿高，現場估計是有六七十個人，然後各個社團都有來簽到 

，然後這是核心會議的出席率。喔，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我們這個學期舉辦的活 

動，那學權部的民主牆這一個的話，每一個學期都會繼續舉辦，然後只是他不 

一定會每次都叫民主牆像它這次就不是用民主牆的名義，他是用什麼我有話要 

說就是，可是是一樣性質的東西，然後，這是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這你們也有 

來吧？對，那這個我就不講了，然後活動部名人演講，那這一個演講的話是這 

學期才有舉辦，那它的，就是，出席率，特…意外就是比我們演唱會還要高， 

所以之後可能以後未來的方向會朝演講這個方向進行，那如果之後就不一定會 

再有演唱會，會改成他們說的那個…就是會請獨立樂團的那一種音樂祭，對， 

類似那個，因為那個的話會比較類似目前的主流，那如果再繼續請，因為其實 

那時候演唱會花了三十萬但是真的成效不理想，所以就會斟酌把它淘汰掉。然 

後這是秘書處的社資講習，然後這邊是公關部一百零七學年度新簽的特約商， 

那如果你們有想要知道它的特約商內容的話可以到我們的會網或者是我們的 FB 

粉專，然後這是新聞部的樞紐，然後這是一百零七學年度的會員禮，然後就是 

新增環保吸管跟杯墊，那下學期的話會只有一個特約商的文件…特約商的資料 

夾，跟那個畢業贈禮，那畢業贈禮的部分目前還沒有出來，那這是下學期預計 

使用的經費，那校外教學跟研習費用這邊的話都是三機構可以一起共用，所以 

我人數就估比較高，那因為一台遊覽車有可能也只塞得下四十個所以就是，算 

是多估的，那你們如果有需要的話都可以用這一筆經費。然後，下面第五個雜 

支，檔本費用，然後那個電腦，那個七萬元的電腦，那個要更正為十萬，這個 

是跟課指組合作，他們希望可以購買一台，就是、大概，這麼高，然後，你有 

看到吧？那天、那天那個新大樓開幕的時候，在左手邊、在右手邊那一台，公 

…親善大使在按的那一個，就是它是一台很高，然後它是可以推的，然後它是 

觸控式螢幕，然後柏宏老師說可以買那一台，就是如果，因為之後學評可能都 

會朝線上的地方去發展，那如果我們有這一個的話就不用再另外扛一個，就我 

們那台就直接放在那邊，然後給評審他們就可以直接去滑，然後，就是我也覺 

得，就是這個就比較有用，或著如果要辦活動，就也不用再去拉什麼公關旗， 

就直接那一台推出來就可以了。所以在各種經濟考量之下也買得起，所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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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會添購這一台，那這一台的部分也會跟，就是柏宏也會跟我說，如果他 

們有學輔經費有多的話也可以用來買這個，就是我們跟學輔經費都會出，然後 

買這個，然後資料袋的話就是那個，檔本裡面透明那個，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可以翻的那個，然後裝東西進去，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我不知道那個叫 

什麼東西，就是，（議員：那個透明的那個，全學評做的，它會把資料塞進去 

那個透明的、白白的）對對對對，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就是，好，反正就 

是它就是資料袋，就是這一項主要是為了全學評設計的，然後研習費用、校外 

 

交流這邊全部都是三機構可以一起共用的，好，就這樣。 

（議長：你們有人有問題嗎？） 

啊，那個，等下我再補充一個就是這，呃…就我們這一屆跟上一…前幾屆辦的 

活動性質會比較不一樣，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可以走出自己的方向所以可能它 

們有一些活動都是新辦的，就是可能成效沒有預期的好或者是一些地方都比較 

有一些瑕疵，就是可能要麻煩各位包涵，因為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學生會一個新 

的方向，就是我們之前沒試過那我們可以這一次試看看如果好的話繼續沿用像 

I.C Charlie 就是一個滿好的例子這樣，謝謝。 

議會質詢 

議長：有問題嗎？ 

議員：那個經費審核什麼時候那個… 

會長：不知道，要等柏宏跟僅麗他們談完才會知道。議員：喔…了解。 

議員：啊那個電腦總價是多少？ 

會長：我那時候看是九萬八千元。 

議員：九萬八千元，然後你們估十萬 

議員：估十萬 

會長：估十萬，阿然後再… 

議員：就是有可能他們不會出？ 

會長：嗯，有可能，嗯。 

議員：可以問一下那個音樂祭啊，它是大概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 

會長：你有去看過音樂祭嗎？ 

議員：我是大概知道長怎樣，但我沒有參與過。 

會長：他們的話是希望在操場舉辦，然後就是、就是它的對象是全校學生，但 

是也沒有限定要給就是特別一定要有繳學生會費的人才能參加，所以這個部份 

的話可能就會降低繳交意願，但是我覺得如果這個方式真的能提高學生會在校 

園的可見度的話我覺得這是可行的，然後它的方式在操場，然後可能會有一些 

DJ 電音架舞台然後讓大家來聽免費的音樂會 

議員：所以是可以走動然後會有吃的 

會長：對走動，就像之前的演唱會那樣，前年的那個，可以想像嗎，就是有一 

次架舞台然後在操場中間，然後那一次有請葛仲珊，有印象吧，有印象，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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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是不是 Lulu 路梓茵。 

會長：好反正就是戶外的就對了啦。 

議長：好那還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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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