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大學 第 15 屆學生議會 第 4 次常會
會議紀錄
會議主席：
學生議會議長
徐竹君

出席人員
應到:20 人
實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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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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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彥賢議員、周宏諺議員、顧育安議
員、張峻禓議員、陳冠叡議員、吳佳珍議員、楊國蘭議員、王妍蓉議
員。
議會秘書：共計 2 人
學生議會祕書長曾婉婷、學生議會秘書林翊閑。

列席人員
應到:9 人
實到:9 人

第 15 屆學生會：共計 6 人
會長張庭瑋、副會長凃宏瑋、執行秘書郭庭劭、財務部部長葉美伶、社
務部長林安安、活動部部長趙癸雅。
社團:共計 3 人
熱舞社、吉他社、熱音社。

缺席人員

議員代表：共計 0 人

請假人員

議員代表：共計 2 人
沈皇瑋議員、吳常裕議員。

學生會財務部長：

一、 第 15 屆學生會三月財務報表(如附件 4)
二月份餘額:4,723,458 元
(1)三月銀行存款提領:65,000 元
(2)三月零用金支出:5,821 元
(3)三月收入:4,719 元
本月總計餘額:4,663,511 元

學生會活動部長：

一、 第 15 屆學生會名人講座活動計畫
(如附件 5)
活動時間為 2016 年 5 月 25 日(三)，晚上
19:00~21:20、地點為行健前廣場。
分別報告工作流程、工作物品清單、
費用明細、主講者為張兆志。
活動經費:總計 98,000 元。

壹、行政中心
報告：

貳、前次議案
回覆:

無

參、下次議案
提出:

肆、本次會議
主題：

伍、表決紀錄
及結果：

無
1. 社團補助-熱舞社

報告人:社務部

2. 社團補助-吉他社

報告人:社務部

3. 社團補助-熱音社

報告人:社務部

4. 第 15 屆學生會三月份財務報表

報告人:財務部

5. 第 15 屆學生會名人講座

報告人:活動部

6. 第 15 屆學生議會人事案

報告人:議長

7. 第 15 屆學生議會辭職案

報告人:議長

8. 第 15 屆學生議會法規紀律委員會遞補案

報告人:常務委員長

議題一
(一)議題討論：社團補助-熱舞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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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0 元。
議員發問
（議會副議長）
問題：已有製作海報和名牌，為何還需要另一筆宣傳費用?
熱舞社社團代表回答：因本活動主題為遠離 3C 產品活動，宣傳的部分
是設計在帆布上噴漆繪圖，完成後，會將本校及其他九間學校的帆布掛
在福樂的牆面上作為宣傳。
（休保二 A 顧育安議員）
問題：社團所申請的補助金額是全額補助的嗎?
議會議長回答：經費補助的部分，是依據法規的內容，再經由議長逐項
的調整。
議題二
(一)議題討論：社團補助-吉他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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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發問
（議會副議長）
問題：在申請補助的內容中，雜支的部分已有包含杯水，為何還需要另
一筆茶水費用?
吉他社社團代表回答：杯水的部分是提供給參賽者，茶水的部分則是提

供給觀眾。
（議會副議長）
問題：是否可以請你們說明一下場地布置 1000 元的使用細項?
吉他社社團代表回答：因活動舉辦的地點在校內的雲天平台，所以需另
外做戶外場地的布置。
（議會副議長）
問題：是否可以請你們說明一下宣傳費的使用細項?
吉他社社團代表回答：因活動需要製作邀請卡及拍攝海報。
議題三
(一)議題討論：社團補助-熱音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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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元。
議員發問
（企管一 A 王辰暉議員、時尚一 A 張秀茹議員、材能二 A 周宏諺議員）
問題：對於議長設定社團所能申請補助的金額基準仍然不清楚。
議會議長回答：所有經費補助的部分，都是依據法規的內容，再經由議
長逐項的調整，且因學校所能提供的經費有限，所以無法依照社團所提
出的金額全額補助。
（餐旅一 A 張峻禓議員、餐旅一 B 吳佳珍議員）
問題：熱音社所申請的金額比吉他社高，為何熱音社和吉他社最後所能
提供的金額卻是一樣的?
議會議長回答：因補助金額是依據法規內容作為基準，社團所能申請的
部分不得超過此基準，且因熱舞社有自行的籌備款，所以無法依照每個
社團所提出的金額全額補助。
議題四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三月份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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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3,511 元
議題五
(一)議題討論:第 15 屆學生會名人講座(如附件 5)。
(二)表決紀錄:贊成 16 票，反對 1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本案以贊成 16 票，本案通過 98,000 元。
議員發問
（中文一 A 江彥賢議員）
問題：對於講師的人選是誰提出意見的呢?

學生會活動部長回答：講師是由學生會內部提名投票，並向經紀公司所
提出的費用去比較並且選出的。
議題六
(一)議題討論: 第 15 屆學生議會人事案(如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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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學生議會辭職案(如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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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學生議會法規紀律委員會遞補案。
(二)表決紀錄:贊成 17 票，反對 0 票，廢票 0 票。
(三)決議結果: 本案以 17 票贊成全數通過，由許冠隆議員以 17 票贊成
擔任法規紀律委員會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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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