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大學 第 15 屆學生議會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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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人

列席人員
應到:10 人
實到: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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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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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峻禓議員、周宏諺議員、陳冠叡議員、顧育安議
員、吳佳珍議員。
議會秘書：共計 1 人
學生議會祕書長:曾婉婷。
第 15 屆學生會：共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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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部部長張榮顯、財務部部長葉美伶、總務部部長賴文
祥、財務部副部長詹富森、新聞部部長費聿愷。

缺席人員

議員代表：共計 0 人

請假人員

議員代表：共計 1 人
沈皇瑋議員。
行政中心代表：共計 1 人
總務部部長賴文祥。

學生會財務部部長：

壹、行政中心
報告：
學生會總務部長：
(由學生會長代為發言)

一、 第 15 屆學生會一月財務報表
(如附件 5)
1. 一月份餘額:4,730,513 元
(1)零用金:8,255 元
(2)支出:0 元
一、第 15 屆學生會財產報修（廢）申請單(如
附件四)
1. 物品名稱:對講機 P-036
損壞數量:1
修(廢)金額:無
2.

學生會副會長：

物品名稱:8G 記憶卡 N-13
損壞數量:1
修(廢)金額:無

一、第 15 屆學生會會服採購案(如附件 3)

每件單價 275 元，經費每人補助 25 元，購
買數量 30 件。
總計:10,500 元。
執行秘書：

一、第 15 屆學生會人事案
財務部副部長由詹富森同學擔任。
新聞部部長由費聿愷同學擔任。

學生會公關部部長:

一、 第 15 屆學生會母親節繪畫比賽
(如附件 4)
活動時間為 2015 年 4 月 27 日(三)，地點為
行健 404 教室。
獎勵方式:
1.第一名獎金 1,000 元整，和記嘉獎乙次
(其作品將製做成卡片，於母親節發送至全
校女性師長)。
2.第二名:獎金 600 元整，和記嘉獎乙次。
3.第三名:獎金 400 元整，和記嘉獎乙次。
注意事項:
1.作品於評分攝影後，可由創作人自行攜
回。
2.時限內若未能完成作品，需停止創作，但
仍可繼續評分。如經制止仍執意繼續者，主
辦單位得以判定棄權。
3.參賽者不需負擔報名費用，但比賽時需自
行準備所需材料。
4.未簽署個人資料及作品版權授權同意，將
不受理報名。
活動獎勵小計:3,850 元
二、第 15 屆學生會母親節康乃馨活動
(如附件 4)
活動時間為 2015 年 5 月 12 日(四) 至 2015
年 5 月 13 日(五)。
活動方式：學生會代表全校學生向女性師
長（教職員）獻上一朵愛的康乃馨與卡片(感
恩明信片繪畫比賽第一名作品)並給予祝
福。
活動經費小計:4,150 元
活動經費總計:8,000 元。

學生會活動部部長：

一、第 15 屆學生會開學晚會-迎新春活動
(如附件 1)

活動時間為 2015 年 3 月 9 日(三)。

1.活動目的:新的一年，就是一個新的希
望，經過一個寒假的的沉澱，新的學期，
也是一個新 的開始， 我們第十五 屆學生
會，將為大家舉辦迎新春活動，想藉此由
這個活動帶給大家一個充滿活力的祝福。
2.活動方式：動態表演、有獎徵答、象徵
新年喜氣的佈置與小點心。
活動經費總計:25,000 元。
二、第 15 屆學生會愛心園遊會(如附件 2)
活動時間為 105 年 3 月 26 日(六)，地點為
明道大學伯苓大樓前廣場。
1.參加對象:
(1)本校全體教職員生(含眷屬)
(2)鄉鎮社區居民及鄰近各中小學師生
(3)各社福團體
2.登記時間:
105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17:00 前，繳交攤
位申請表及攤位費 500 元與押金 1,000 元共
1500 元整，至行健三樓學生會值班同學或
學務處課指組師長代收(逾期概不受理)。
3.說明會時間：
105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17:30 於行健 304
聽取園遊會注意事項及抽籤決定攤位順序，
如攤位負責人未到場抽籤(將扣押金 500
元)並將由學生會代為抽籤，不得異議。
活動經費總計: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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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學生會開學晚會-迎新春活動
二、第 15 屆學生會愛心園遊會
三、第 15 屆學生會會服採購案
四、第 15 屆學生會母親節繪畫比賽
五、第 15 屆學生會母親節康乃馨活動
六、第 15 屆學生會一月份財務報表
七、第 15 屆學生會人事案
八、第 15 屆學生會財產報修(廢)申請單

報告人:活動部
報告人:活動部
報告人:學生會副會長
報告人:公關部
報告人:公關部
報告人: 財務部
報告人:執行秘書
報告人:總務部

九、第 15 屆學生議會人事案
報告人:議長
十、第 15 屆常務委員補選(法規紀律委員會) 報告人:常務委員長
十一、第 15 屆學生議會除權案
報告人:議長

伍、表決紀錄
及結果：

議題一: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開學晚會-迎新春活動(如附件 1)。
(二)表決紀錄：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25,000 元。
議題二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愛心園遊會(如附件 2)。
(二)表決紀錄：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25,000 元。
議題三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會服採購案(如附件 3)。
(二)表決紀錄：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10,500 元。
議題四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母親節繪畫比賽(如附件 4)。
(二)表決紀錄：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3,850 元，母親節系列活動經費總計
8,000 元。
議題五
(一)議題討論: 第 15 屆學生會母親節康乃馨活動(如附件 4)。
(二)表決紀錄: 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 本案全數通過 4,150 元，母親節系列活動經費總計
8,000 元。
議題六
(一)議題討論: 第 15 屆學生會一月份財務報表(如附件 5)。
(二)表決紀錄: 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 本案全數通過。
議題七
(一)議題討論: 第 15 屆學生會人事案。
(二)表決紀錄: 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 本案全數通過。
議題八
(一)議題討論: 第 15 屆學生會財產報修(廢)申請單。
(二)表決紀錄: 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議題九

(一)議題討論: 第 15 屆學生議會人事案。
(二)表決紀錄: 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 本案全數通過。
議題十
(一)議題討論: 第 15 屆常務委員補選(法規紀律委員會)。
(二)表決紀錄: 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議題十一
(一)議題討論: 第 15 屆學生議會除權案。
(二)表決紀錄: 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全數通過。
陸、問題反映：
(學權)

提案內容

提案人

意見回覆

無

無

無

柒、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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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