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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十八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四次常務會議 

會議時間：107年 12月 13日(四)18時 00分 

會議地點：自強樓 F202 

主    席 ：學生會 學生議會 議長 蔡泊沂 

記    錄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蕭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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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 會長 趙儀 

學生會 副會長 廖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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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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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權部 部長 陳翊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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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蕭敏星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 倪敬茵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 許馨方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 邱琬媗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 邱筱雯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 何美萱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 王映婷 

  

請假人員：甘琍君、簡廷軒、羅茜、許曉琳、葉俞均、吳佳倩、呂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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稜 

缺席人員：柯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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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人數：23人 

請假人數：6人 

缺席人數：2人 

出席人數：15人 

法定人數：12人 

出 席 率：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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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參加今天的常務會議。 

二、 等等會說明上次的討論事項後續。 

三、 施政報告的檢討。 

肆、 副議長報告 

一、 前幾天有在群組有傳聖誕活動群組的 QR code，可以加

入群組討論。 

伍、 各項活動召集人工作進度報告 

陸、 各委員會進度報告 

一、 法規委員會 

1. 上一次常會通過的經審暨總務委員會組織規程及社團

經費補助細則，簽呈已給輔導老師簽名，明天會拿給課

指組及學務長 

2. 已修好的法規「議會秘書處組織規程」及「議會組織法」

因來不及於開會前四天寄提案單給秘書，將於下次常會

提出。 

3. 正在修的法規如三讀規程（未予以法源及意義）、選舉

罷免法（冗詞眾多、部分條文無項有款等），將於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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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同上一併提出。 

二、 學生權益委員會 

1. 告知短中長計畫，會依短程計畫來讓監督表單更具全面

性。 

2. 各委員已與各活動部門聯繫，將表單需求資料備齊。 

3. 預計對學生權益案件之監督表單做出調整，在 12月與學

權部的例行會議上進行討論。 

三、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 

1. 11/22常會通過的經預表我已經印出並交給課指組以及

財務部，另外也已經通知新聞部於學生會會網上公佈。 

2. 12/4臨時常務會議上，財務部規劃將於 12/20發放行政

補助款。 

柒、 校級代表會報告 

一、 人文教育學院第二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1. 通識教育中心新增課程申請：物理與應用科技、聽覺美感

與實踐、從模擬遊戲認識環境保護、台灣原住民文化概論、

人際心理大解密、翻轉憂鬱與自我傷害、環境關懷與場域

企劃導覽實務（二）、高雄文化探索、地圖與生活應用、

校園與社區導覽。 

2. 體育教學中心新增課程申請：健康與護理、滑雪體驗、肌

肉適能與塑身、奧林匹克教育。 

3. 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生活與環境、聽覺美感與實踐。 

4. 審議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兒童服務與

倫理教育。 

5. 審議五專部菁英班人格修養學分修正案。 

二、 第一次總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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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27 新大樓文瑞樓落成 

2. 排水系統工程三月完工 

3. 各議員提案 

A. 自動回收機：透過回收機，加強文藻環保意識。 

總務處：未來可考慮增設。 

B. 洗水槽：因無洗水槽，廁所排水孔卡廚餘。 

提案議員指出問題與洗水槽無直接關係，因廚餘部分學校

有設置廚餘桶。 

C. 校車：是否能以使用者付費的方式，而不是學期繳費。 

總務處：提案人之要求總務處表示極為困難，也提出以下

可能解決之方法。 

a. 價錢上宿舍所需費用較便宜，可考慮住宿。 

b. 如有僅週一及週五搭車的同學可以針對這一塊做些

調整。 

D. 飲水機：水過熱問題。 

依提案人提供事發時間調查後，星期二至四幾乎無水過熱

問題，故無提出。 

E. 電腦設備：軟體過舊及硬體滑鼠不靈，影響應考權。 

總務處： 

a. 軟體過舊的教室為國際事務系所管理，總務組只能依

建議之立場來提醒，無法直接更換。 

b. 滑鼠不靈的教室，在近期已換過設備。 

捌、 秘書處行政工作報告 

一、 開會請於八天前提出，提案單四天前提出。 

二、 提案單內各單位皆須用全名，字體及字型大小需統一。 

玖、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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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 

提案者:財務部部長 徐誌彬 

案由: 茲修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財務部組織規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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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決: 

    同  意: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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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副會長施政報告 

壹拾壹、 聲明與補述 

壹拾貳、 散會 

現在是 1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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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