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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學生會

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中原大學第二十五屆學生議會第一次議會大會
會議日期：105.08.01

會議地點：活動中心 202 多功能教室

會議時間：19：30 – 21：00

主席：黃昺杰

紀錄：王日筠

內容
一、

主席報告／報告案：
(一)、9 月 24 日(六)、25 日（日）為議事規則研習會，請各位議員務必參加。
(二)、到場議員自我介紹。

二、議案：
(一)、校務代表選任：
１. 是否通過校務代表選任？
支持

反對

12

0

票數
投票結果 → 通過！
(二)、學生會年度預算：

１. (行政) 辦公室：
(1) Q1.為何需要重新架設網站？
A1.舊版學生會網站較不符合現在需求，新版網站會重新進行美編輯結合
FB 粉專。
(2) Q2.辦公室會重整裝修什麼部分？
A2.牆壁重新粉刷或是其他的部分，之後確認細項會再做報告。
２. (活動) 辦公室：
(1) Q1.一學年幹部及新成員的招生次數？
A1.幹部 → 1 次
成員 → 3 次(上學期期初、期末及下學期)
３. (活動) 人資部：
(1) Q1.人資部會訓是辦給幹部參加？
A1.是。
(2) Q2.問題發現與分析、接洽能力、創意思考，此三門課為相同講師嗎？
A2.不同講師。
講師費(依教育部公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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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講師：1600 元／小時
校內講師：800 元／小時
校內學生：400 元／小時

(3) Q3.新血訓練課程有哪些？
A3.活動申請、問卷分析……
(4) Q4.學生會總成員(含幹部)人數大概多少人？
A4.大約 40～50 人。
(5) Q5.接洽能力、創意思考課程是否可開放給全校同學參加？
A5.會再思考其可行性。
４. (活動) 活動部：
(1) Q1.特色活動預算估法？
A1.參考去年預算(6 萬元)，而今年 5 萬，主要是道具、餐費、場地費。
５. (活動) 公關部：
(1) Q1.再說明社團暨系學會贊助計畫補助條件？
A1.針對全校性活動，依人數、成效結果給予贊助（1000～3000 元）
６. (活動) 新聞部：
(1) Q1.資訊小冊子行事曆公用為何？
A1.當初印製會刊是由於資訊公開問題，但今因網路發達，故無此問題，因
此決定改發行小冊子，附上學生較實用資訊及年曆(105/9～106/8)。
７. 是否通過學生會年度預算？
支持

反對

12

0

票數
投票結果 → 通過！
 建議：

1. 可將上一屆的年度預算一併附上。
2. 活動可區分出可參與人為學生會內人員還是全校同學。
(三)、學生會會產報廢：
１. Q1.電腦報廢方式為何？
A1.電腦當初是跟課指組申請，故會歸還給課指組報廢。
２. 是否通過學生會會產報廢？
支持

反對

12

0

票數
投票結果 →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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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專車預算：
１. 關於預算
(1)Q1.去年工人名牌 26 元／張，為何今年為 32 元／張？
A1.因為想使用較好的材質來做名牌。
(2)是否要更改為 26 元／張？
支持

反對

1

6

票數

投票結果 → 不通過！(無須更改)
(3)Q2.細流為何 3 元／份(如何計算)，且共 7 份？
A2.因負責人有事未能到場說明，之後會再做說明。
２. 是否將此案先擱置？
支持

反對

3

5

票數

投票結果 → 不通過！(無須擱置，繼續進行)
３. Q3.校方是否有補助？
A3.無。但會向校方爭取。
４. Q4.企劃書中活動目標對外第 3 點參與人員增進對中原認識＂滿意＂達 50%的
衡量方式？
A4.以問卷回饋以及工人心得判斷。
５. 是否通過新生專車預算？
支持

反對

3

5

票數
投票結果 → 通過！

(五)、全國學生會評鑑預算：
１. Q1.明年的活動，現在提出預算是否過早？是否會有遺失的疑慮？
A1.由於想爭取明年社團評鑑可以特優，故先行預備。
會於倉庫中找一個位置進行收納。
２. Q2.是否需要先開奇異筆的錢？
A2.如果到時候需要，再使用雜費支出。
 建議：
1. 關於耗材(如：影印費)可時間靠近一點再提出預算，可能會較方便評估。
2. 以後預算下方可補充說明保管方式。
３.是否通過全國學生會評鑑預算？
支持

反對

8

2

票數
投票結果 →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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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I 訓練營(幹部)預算：
１. Q1.目前幹部有幾位？
A1.16 位。
２. Q2.活動目標幹部達 6 人是指每天還是全部加起來的人數？
A2.每天的參與人數。
３. Q3.課程證明人數為何只印 10 份，是否會有不足的可能性？
A3.已事先詢問跟評估過，不會不足。
４. 修改：預算表中講師費的數量前面的＂＄＂去掉。
５. 是否通過 AI 訓練營(幹部)預算？
支持

反對

11

1

票數
投票結果 → 通過！

(七)、經費稽核會委員名單確認、程序委員會委員選任：
補充說明：
經費稽查委員→分三個小組，每小組每月開 1～2 次會，只要 1/3 的人員參加
即可算是一次有效的開會，具有表決預算權。
程序委員→查看文字或語法是否有誤，無表決預算權。
１. 是否通過經費稽核會委員名單確認、程序委員會委員選任？
支持

反對

13

0

票數
投票結果 → 通過！
三、討論案：
(一)、法規委員會選任：
補充說明：

法規委員→修訂學生會章程（7～11 人）。
１. 法規委員名單：黃昺杰、黃詩涵、黃凱若、姜治嘉、
方竹安、馬郁勛、楊淯婷
２. 是否通過法規委員會選任？
支持

反對

12

0

票數
投票結果 →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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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下次開會時間會再通知。

主席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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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開會時間：105 年 08 月 ＊＊日

指導老師簽章：

紀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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