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大學 第 15 屆學生議會 第 1 次常會
會議記錄
會議主席：
學生議會議長
徐竹君

出席人員
應到:19 人
實到:17 人

列席人員
應到:14 人
實到:14 人

缺席人員
請假人員

壹、行政中心
報告：

會議紀錄：
議會秘書長
曾婉婷

會議地點：
行健 209

會議時間：
105 年 01 月 07 日(四)
17：50–19：00

議員代表：共計 18 人
學生議會議長徐竹君、學生議會副議長彭尹滔、學生議會常務委員長
陳奕豐、王辰暉議員、黃子庭議員、王詩晴議員、許冠隆議員、張秀
茹議員、陳采薰議員、吳啟碩議員、吳常裕議員、江彥賢議員、林翊
閑議員、吳佳珍議員、蘇俊諭議員、周宏諺議員、邱竟哲議員、陳冠
叡議員。
議會秘書：共計 1 人
學生議會祕書長曾婉婷。
第 15 屆學生會：共 14 計人
會長張庭瑋、副會長凃宏瑋、執行秘書郭庭劭、活動部部長
趙癸雅、活動部副部長李冠緯、公關部部長張榮顯、公關部副部長
黃鈺茹、社務部部長林安安、社務部副部長黃萱、財務部部長葉美
伶、新聞部部長童瑞洋、美宣部部長張志榮、總務部部長賴文祥、總
務部副部長梁仲恆。
議員代表：共計 2 人
吳佳珍議員、蘇俊諭議員。
議員代表：共計 3 人
張峻禓議員。

學生會會長：

一、第 15 屆學生會年度計畫及行事曆
3/09 迎新春活動
3/26 校慶園遊會
5/04 社團評鑑暨績優社團頒獎活動
5/25 名人講座
6/08 愛校座談會
6/18 畢業典禮
二、第 15 屆學生會幹部任免案
會長張庭瑋、副會長凃宏瑋、執行秘書郭
庭劭、活動部部長趙癸雅、活動部副部長
李冠緯、公關部部長張榮顯、公關部副部
長黃鈺茹、社務部部長林安安、社務部副
部長黃萱、財務部部長葉美伶、新聞部部

長童瑞洋、美宣部部長張志榮、總務部部
長賴文祥、總務部副部長梁仲恆。

學生會財務部長：

一、報告經費預算表
1.行政費『學生會行政事務費 41,000 元整、
議會行政事務費 13,000 元整』。
2.社團補助費『社團補助費 289,500 元整
、畢聯會補助費(6 月) 35,000 元整』。
3.學生會活動費『開學、校慶、母親節、藝
文季、新生迎新、教師節、蠡澤季
666,900 元整』。
4.器材費『辦公用品、財產設備 10,000 元
整』。
5.宣傳費『宣傳費 3,000 元整』。
6.雜項支出『23,000 元整』。
總支出『1,081,400 元整』。

貳、前次議案
回覆:

無

參、下次議案
提出:

無

肆、本次會議
主題：

一、第 15 屆學生會年度計畫及行事曆
二、第 15 屆學生會幹部任免案
三、第 15 屆學生會年度經費預算案
四、學生議會幹部任免案
五、學生議會 3 項常務委員選舉

伍、表決紀錄
及結果：

報告人:學生會執行秘書
報告人:學生會執行秘書
報告人:財務部長
報告人:學生議會議長
報告人:學生常務委員長

議題一: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年度計畫及行事曆。
(二)表決紀錄：贊成 15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議員發問
（時尚一 A 張秀茹議員）
問題：能否提前在會前發送紙本資料給議員，以便更加了解議題提案
內容。
議會議長回答：於下次會議開始，會在簽到處提供一份紙本資料給大
家翻閱，以供參考與了解。
（日文一 A 江彥賢議員）
問題：對於行事曆具體的行程部分不了解。
議會議長回答：會應議員要求再次放映 PPT，以供了解內容。

議題二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幹部任免案。
(二)表決紀錄：贊成 15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議員發問
（日文一 A 江彥賢議員）
問題：議員們對於選出的學生會幹部都不熟悉，如何了解他們是否適
任與是否有罷免權利?
議會議長回答：幹部上任後的前一個月時間為試用期，若期限已到，
議員們覺得不適任，可隨時提示罷免案。
議題三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年度經費預算案。
(二)表決紀錄：贊成 15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 1,081,400 元整全數通過。
議員發問
（時尚一 A 張秀茹議員）
問題：想了解學生會甘蔗傳情活動一案的經費預算詳情。
學生會會長回答：本活動是與教師節合辦成為一系列的活動，經費是
考量自購買甘蔗價格有可能會有波動，再加上贈送給各教師的小禮物
費用，因此預算費用為 21000 元整。
（日文一 A 江彥賢議員）
問題：預算案的支出金額是否具有根據?
財務部長回答：所有預算案的支出金額都具有根據以及明細內容。
（時尚一 A 張秀茹議員）
問題：新生創意歌唱比賽的費用是如何運用的呢?
財務部長回答：主要是花費在舞台以及器材的費用上。
（日文一 A 江彥賢議員）
問題：選舉的費用是如何運用的呢?
學生會會長回答：大致都是用在宣傳海報與紙本印刷的費用上。
議題四
(一)議題討論: 學生議會幹部任免案。
(二)表決紀錄:贊成 15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議題五
(一)議題討論:學生議會 3 項常務委員選舉。

(二) 表決紀錄：贊成 15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 決議結果: 本案全數通過。
3 項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1.學生權益委員會:日文一 A 江彥賢同學、材能二 A 周宏諺同學、
數位二 A 吳啟碩同學、精農二 A 陳冠叡同學。
2.經費審查委員會:企管一 A 王辰暉同學、時尚一 A 張秀茹同學、
財金一 A 王詩晴同學、數位一 A 吳常裕同學。
3.法規紀律委員會:財金一 A 黃子庭同學、英文一 A 邱竟哲同學、
中文二 A 林翊閑同學、日文一 A 江彥賢同學。
陸、問題反映：
(學權)

提案內容

提案人

意見回覆

無

無

無

議題一
(一)議題討論：餐旅一 A 吳佳珍議員未出席議會第一次常會重大會
議，是否予以除權。
(二)表決紀錄：贊成 13 票，反對 2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已票數 13 票通過。
反對原因:
（精農二 A 陳冠叡議員）
問題：由於今天是第一次會議，希望能再給其議員再一次機會。
議會議長回答：因秘書長於會議兩周前就已發出開會通知，且也以電
話通知議員未出席重大會議者必須被去除議員資格，但議員仍無出席
會議，故無法再給機會。
(數位一 A 吳常裕議員）
問題：因班聚活動而無法出席會議，是大家都有可能遇到的問題，所
柒、臨時動議：
以希望能再給其議員一次機會。
議會議長回答：因秘書長於會議兩周前就已發出開會通知，且也以電
話通知議員未出席重大會議者必須被去除議員資格，但議員仍無出席
會議，故無法再給機會。
議題二
(一)議題討論：休保二 A 蘇俊諭議員未出席議會第一次常會重大會
議，是否予以除權。
(二)表決紀錄：贊成 13 票，反對 2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已票數 13 票通過。
反對原因:
（精農二 A 陳冠叡議員、英文一 A 邱竟哲議員）
問題：由於今天是第一次會議，希望能再給其議員再一次機會。

議會議長回答：於會議兩周前就已發出開會通知，且也以電話通知議
員未出席重大會議者必須被去除議員資格，但議員仍無出席會議，故
無法再給機會。
會議紀錄簽核：
議會秘書長

議會副議長

議會議長

議會指導老師

課指組組長

學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