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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列席名單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3 日 

發文字號：高餐議(鄭)會字第 108102160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議程乙份 

 

開會事由：第 11 屆第二會期第一次學權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108 年 11 月 20 日（三）下午 12 時 30 分 

開會地點：多功能活動中心輔樓 J203 

主持人：楊召集委員孟迪 

聯絡人及電話：王昱傑 0906-275-515 

 
出席者：楊召集委員孟迪、白議員孺坪、吳議員詩誼、陳議員沛誼、郭議員俐萱、 

許議員珈嘉、劉議員世源、蔡議員莉萍、戴議員文揚、蘇議員毓晴 

列席者：郭會長姿瑾、張副會長詩育、黃副會長奕杰、鄭議長羽荷、馬副議長文汶、
李學權部部長育萱、王秘書昱傑 

 

副本：學生議會秘書處 

 

備註： 

一、當天會議不提供餐食，會議中可用餐。 

二、若因故不克出席，務必於 108 年 11 月 17 日 23 時 59 分前完

成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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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議程 

第十一屆 第二會期 第一次學權委員會會議 

時  間：108年 11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2時 30分 

地  點：多功能活動中心輔樓 J203 

主  席：楊召集委員孟迪              記錄：王昱傑 

出 席 者：楊召集委員孟迪、白議員孺坪、吳議員詩誼、陳議員沛誼、郭議員俐萱、 

許議員珈嘉、劉議員世源、蔡議員莉萍、戴議員文揚、蘇議員毓晴 

列 席 者：郭會長姿瑾、張副會長詩育、黃副會長奕杰、鄭議長羽荷、馬副議長文汶、

   李學權部部長育萱、王秘書昱傑 

壹、 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 提案討論 

討論一：討論教室權益問卷調查 

討論二：見習議員群組及粉絲專頁運作報告 

討論三：學權表單草稿 

討論四：專頁管理 SOP 

柒、 臨時動議 

捌、 聲明與補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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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玖、 主席結論 

壹拾、 散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記錄 

第十一屆 第二會期 第一次學權委員會會議 

時  間：108年 11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2時 30分 

地  點：多功能活動中心輔樓 J203 

主  席：楊召集委員孟迪              記錄：王昱傑 

出 席 者：楊召集委員孟迪、白議員孺坪、陳議員沛誼、劉議員世源、蘇議員毓晴 

列 席 者：鄭議長羽荷、馬副議長文汶、王秘書昱傑 

請假人員：吳議員詩誼、許議員珈嘉、蔡議員莉萍、戴議員文揚 

缺席人員：郭議員俐萱 

壹、 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12 時 33分) 

貳、 主席致詞 

很高興大家可以來參加這次會議，那我們就速速開始吧。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 提案討論 

【討論一】討論教室權益問卷調查 

討論及質詢： 

楊召委孟迪：今天要沿用上次世源所提出的想法，由班上的班代或班代

來轉達給班上，以這個想法為基礎來分配調查人力。 

鄭議長羽荷：目前的形式得到的可能是全班的調查結果，是不是也可以

放到公共平台上？讓人自由填寫，議員一樣照著上次討論

出的方式去調查，來做到多管道的調查，問卷量也能有效

地增加，謝謝。 

楊召委孟迪：好的，那就會將表單放到，議會的 IG及 FB粉專和 LINE

官方帳號上，進行多管道的調查。那大家有什麼想法嗎？

那討論一中的表單截止日期，會在放到群組上，目前暫定



 

為 12/2前完成調查。若無異議，將會把資訊轉傳到群組

給今日請假的議員。 

【討論二】見習議員群組及粉絲專頁運作報告 

討論及質詢： 

楊召委孟迪：目前見習議員的群組是由我本人管理，還有加上議長羽荷

在群組中協助，粉絲專頁是由公關組負責在進行管理，為

起步較慢，關於這部分我也會再跟其他學校的議會做交流

來學習。那請問大家有什麼意見嗎？因為目前 IG粉專是

新創立的貼文的部分較少、自介也還沒完成，如果大家有

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出！這邊也有一些範例可供參考。那第

一張照片為文藻的 IG，較為特別的是他們有做成議員的個

別介紹，我認為這是一個可供我們學習的特點，各位議員

有想法都可以提出。 

白議員孺坪：請問拍照的部分由誰負責？ 

楊召委孟迪：目前因為由我們學權委員會所管理，所以暫定由我們委員

會來派人負責，也會請攝影方面較有經驗的人擔任。 

鄭議長羽荷：其實很多別校的議會都有在上傳一些時事的貼文，可以往

這個方向去，那發文時間間隔如果是兩個禮拜的話，議員

就需要利用這段時間深入調查以遞免假新聞，這個間隔可

以讓議員們自由討論決定。 

楊召委孟迪：根據羽荷所說的，我覺得能夠跟進時事非常好，目前香港

的時事也與學權有些關聯，那深入調查對於議員可能就會

比較辛苦，那各位議眾有任何意見嗎。 

白議員孺坪：請問學權委員會目前的業務多嗎？ 

楊召委孟迪：目前是業務部份分為公關組和學權組分工負責，再加上學

權委員會內的人數較多，業務量還算輕鬆。 

馬副議長文汶：如果有需要是可以增設新聞部。 

白議員孺坪：我認為學權委員會的人員過多，是可以依照文汶的想法去

增設新聞部。 

楊召委孟迪：是希望從學權組去分設還是另外挑人再去增設一個部門？ 

白議員孺坪：讓我思考一下。 

楊召委孟迪：各位議眾有任何想法嗎？主席個人認為是從學權組分出新

聞組，因為學權組的人數最多，那從裡面分出三人應該就

足夠了。 

白議員孺坪：那更新發文的間隔是多久一次？ 

楊召委孟迪：個人認為可以是兩個禮拜。 

白議員孺坪：考量到新聞組的人力，如果是兩個禮拜的話，業務量可能

過大。 



 

鄭議長羽荷：目前如果因應香港時事的話，兩個禮拜應該是沒問題。但

是之後平時要在兩個禮拜內找出議題，可能會比較難，會

造成新聞組的負擔，所以如果因應時事多寡再來決定間隔

也是一個選擇。 

白議員孺坪：我認為使用月報的方式，以月為周期的方式來報導，不用

特別去迎合時事的時間，對於新聞組的業務會比較固定。 

楊召委孟迪：像是學生會的會報只不過我們是以月作為更新的區間而不

是以學期。 

楊召委孟迪：那我們針對新聞組以一個月做為更新的區間來進行表決，

採舉手決，過半決。贊成請舉手。 

王秘書昱傑：贊成四人。 

楊召委孟迪：反對請舉手。 

王秘書昱傑：反對零人。 

楊召委孟迪：明顯贊成多於反對，在新聞組成立以後，會以一個月做為

發文的區間。粉絲專頁的討論先到這邊結束，現在開始討

論 line群組的部分，一開始先跟大家說明一下，議會所

有的活動都會上傳到見習議員的群組做發表，目前都是由

公關組來招募見習議員進群組，那請毓晴來發表一下目前

的狀況。 

蘇議員毓晴：目前招募到的大部分以航運系的學生為主，其他科系可能

需要到類似 Dcard之類的社群軟體來推廣。 

楊召委孟迪：目前因為公關組組員科系的關係，招募到的主要都是對議

會有興趣或是航運系的學生為主，各位議眾對於這點有什

麼看法嗎？ 

白議員孺坪：因為目前本校學生對於議會都不熟悉，那希望可以請學生

會，也就是行政中心幫忙發消息到系會長群組去宣傳可能

比我們個別傳送消息的效果來得好。 

楊召委孟迪：孺坪的意思就是希望可以利用行政中心的管道，來發送消

息給各系會會長，在下放給各系學生。我會再跟行政中心

洽談，那細節的就委託給公關組進行處理。 

白議員孺坪：請問目前新血的部分有幾位？ 

楊召委孟迪：目前有四位。 

白議員孺坪：因為我剛進群組，所以想知道請問之前有發放消息，讓他

們知道例會的時間或是可以開放讓他們旁聽。 

楊召委孟迪：關於旁聽這點，還在與羽荷議長進行討論，所以目前都還

在規劃階段。 

決議：粉絲專頁發文時間間隔－一個月 

【討論三】學權表單草稿 



 

討論及質詢： 

楊召委孟迪：那這是我們上個月要做到的期程，已有跟行政中心拿到草

稿，也有上傳到群組了，後續會跟學權組進行討論，想問

議眾對於這點有任何意見或是想法。學權表單是另一種方

式去取得意見，因為不只行政中心可以接受申訴，我們學

權委員會也是可以直接接受申訴，例如：議辦外的信箱或

是議會的電子信箱。那草稿的部分是以表單與 word文件

檔案為主。那目前群組上的圖片，是行政中心的學全部所

使用的表單，希望以這個做為參考來製作屬於我們議會的

表單。那世源對於這個表單或是對於做成 word檔案有任

何意見？ 

劉議員世源：表單會不會很少人去看？ 

楊召委孟迪：所以世源的意思是表單的觸擊率不高？ 

劉議員世源：是的 

白議員孺坪：那學生議會因為還屬於草創期，大家對我們也不熟悉，據

我了解行政中心學權部的案件也不少，是不是可以雙方進

行合作，表單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製作。 

楊召委孟迪：我希望我們是可以主動出擊，因為之前也有由議長發出的

天花板問題，那可能之前也有別的同學發現但不知道如何

申訴，所以才希望製作表單這個管道讓同學使用。 

白議員孺坪：請問表單要發布在哪裡？ 

楊召委孟迪：不管是 word檔案或 google表單都會在各個群組和粉絲專

頁發放。還是各位議眾認為兩種都需要製作，做成書面和

電子的管道？或者是擇一？ 

白議員孺坪：我認為兩個都有需要有。但是紙本都會有建檔，但是電子

的話，可能就無法追蹤後續。 

楊召委孟迪：那學生只要填了電子表單，我們就會要求再填一張紙本建

檔。 

白議員孺坪：如果學生怕麻煩不寫，但是我們一定要建檔，這樣我們後

續才可以繼續追蹤。 

楊召委孟迪：那目前還是兩個都做，因為都是必要的管道。 

白議員孺坪：還是先做 goolge表單就好，再由學權組將個案建檔。那

可能內部的工作量會增加。 

楊召委孟迪：因為學權委員會的人員較多，我覺得這是我們大家可以克

服的問題，調查也可以由委員會的大家一起進行，建檔再

交由學權組處理。各位議眾，對於表單的內容有什麼意見

嗎，是要做的比較仔細還是籠統一點，如果是籠統的話就

要由內部人員進行分類。 



 

白議員孺坪：請問之前做過有任何的表單嗎？ 

楊召委孟迪：行政中心的學權部目前只有 word檔和電子信箱的投稿，

請問大家是希望做成個案式的表單還是全面式的表單？ 

白議員孺坪：我認為全面性的就好。比較統一不會很雜亂。 

楊召委孟迪：那孺平認為全面性的表單就會比較統一，建檔也會比較方

便。那大家有任何異議嗎？ 

鄭議長羽荷：請問調查完表單後，歸類完發現學生對於某一議題有很大

的回應，那再衍生出另一個針對某一議題的表單，是不是

可以讓我們再跟學校對談的有比較具體的資料？謝謝。 

楊召委孟迪：因為剛剛大家所贊成的是全面性的表單，那如果遇到需要

收集較仔細的資料時，我們再另行做新的表單來收集資

料，請問大家有任何異議嗎？沒問題的話就進行下一個議

程。 

【討論四】專頁管理 SOP 

討論及質詢： 

楊召委孟迪：這邊我想針對公關組做討論，粉絲專頁目前是由莉萍去做

管理，所以想收集大家的意見看看粉絲專頁管理的 SOP應

該怎麼樣去制定，例如剛剛所說的每一個月去更新時事，

這也是算是一個 SOP。那請問大家有什麼想法。那我之後

也會在上傳到群組讓大家繼續討論，我個人認為除了剛剛

的時事，也可以固定上傳議題的文章和每次例會的會議報

告。 

白議員孺坪：可以請公關組去詢問及參考行政中心的 SOP。 

楊召委孟迪：所以是希望參考行政中心的 SOP，討論之後再討論出屬於

議會的 SOP。那我們先針對發文的內容進行討論。那請問

大家有什麼想法嗎？那目前就依照我剛剛所說明的先做。 

白議員孺坪：我認為先這樣實行，再依照成效去評估是否要改變。 

楊召委孟迪：如果各位議眾沒有意見就先實行。 

決議：新聞組更新區間－一個月 

柒、 臨時動議 

捌、 聲明與補述 

鄭議長羽荷：以後可以在秘書發完開會通知單後，就可以在群組放上資

   料，然後放上自己的觀點再到會議上討論，大家才能更熱

   烈的討論。 

楊召委孟迪：之後我在群組開新的投票來選出新的開會時間，因為今天

   禮拜三真的太多人因為有事請假，這樣的開會效率不高，



 

   各系的權益也可能受損。 

玖、 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撥空來參加。 

壹拾、 散會  (結束時間：13時 分) 

 

會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