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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記錄 

第十一屆 第二學期 第二會期 第二次例行會議 

時  間：109年 05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12時 30分 

地  點：多功能活動中心輔樓一樓 學生社團活動中心 

主  席：鄭議長羽荷              記錄：何湘君 

出 席 者：鄭議長羽荷、馬副議長文汶、白議員孺坪、吳議員文心、吳議員詩誼、

何議員亭霆、婁議員洺偉、許議員珈嘉、曾議員珮芸、楊議員孟迪、

鄞議員世源、劉議員邦晏、郭議員俐萱、陳議員沛誼、戴議員文揚、

陳議員沛誼、謝議員旻芳、蔣議員念宸、蘇議員敏羽、蔡議員莉萍、

唐議員嘉宏、蘇議員毓晴 

列 席 者：郭會長姿瑾、張副會長詩育、黃副會長亦杰、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龔秘書長稜友、何副秘書長湘君 

壹、 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12 時 31 分) 

貳、 主席致詞 

大家好，今天有我們新任的第十二屆議員來旁聽，我們掌聲歡迎。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鄭議長羽荷：今日有兩項事情向各位議眾報告，第一點為 109 年 05 月 08

日於議會群組有傳上關於「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08 學

年度第十四屆經費暨校慶園遊會細項預算」的提案，那也有徵

求大家同意後，請大家線上幫我做審核及提問討論的部分，那

我們最後票數是贊成 9 票、反對 7 票，請問在場議眾對此表

決有無異議，若無異議，此案照案通過。第二點為關於學權報

報，負責人已經把期中考到今日為止，同學反應的問題整理出

來傳至群組，再請議員查看。這次的回覆總共有六個，那因為

之後也會讓下一屆的議員練習，因此今天先分配一項問題，是

有關於影印部沒有照公布時間營業，造成同學不便，這部分就

交由學權報報的詩誼負責。那關於其他的回覆有議員有任何

疑問或者有其他建議提出嗎，若無的話我們就進入下一個議

程。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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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08學年度第十四屆學生會

經費暨第二預備金」，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鄭議長羽荷：這裡先請行政中心提案人做個簡單的說明，在場議眾有無異

議，若無我們請提案人為我們做提案說明。 

李財務部員沂諼：各位議眾大家好，這次提案是關於我們會內的保險箱是

屬於損壞的狀況，所以需要增添一台新的保險箱，提案

單的後面有附上估價單，再請議眾查看。 

何議員亭霆：想詢問是否有保險箱的樣式? 

李財務部員沂諼：是跟現在一樣的款式。 

何議員亭霆：不好意思，因為不是所有議眾都看過會內的保險箱。 

李財務部員沂諼：好的，抱歉，我們會於會後補上。 

鄭議長羽荷：那對於行政中心再會後才補上照片有無異議?若無的話，他們

會於會後再補上照片。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此提案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動議要提出？若無的

話，針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08學年度第十四屆學

生會經費暨第二預備金」進行表決，採舉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6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提案二】：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08學年度第十四屆學生

會經費暨 GOOD BUY二手市集細項預算」，提請審議。 

討論及質詢： 

鄭議長羽荷：這裡先請行政中心提案人做個簡單的說明，在場議眾有無異

議，若無我們請提案人秉妤為我們做提案說明。 

洪活動部員悅慈：各位議眾午安，我們這次活動的名稱為 I AM YOURS-GOOD 

BUY二手市集，學期即將步入尾聲，同學們可以在市集販

售一些用不到的或者還能使用的物品，透過這個平台可

以幫這些物品找到新的主人。這次我們也有特別規畫一

個特別的商店，叫做愛心商店，所販賣的物品都是由各攤

位或者是師長們募款而來的，販售之所得將全數捐出。接

下來是我們的活動資訊，攤販報名時間為 5月 18 日到 5

月 27號，活動時間為 6月 17號，活動地點在雲三廣場。

因為因應疫情的影響，我們在入口及出口都會加強管制

以及做到實名制的部分，所以在入場及離場時會填寫表

單，紀錄同學來的每一個時刻，提案單後面有附上細項預

算以及企劃書，請各位議眾過目，謝謝。  

何議員亭霆：不好意思，我看細項預算的雜支費佔總額的 14%，但是通常雜

支費只會佔 6%，想詢問是否估得有點高? 

洪活動部員悅慈：回覆議眾的問題，那我們這次雜支費的部分會使用於佈

置現場的支出，那因為這個部分需要再跟美宣組討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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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以先歸在雜支。 

何議員亭霆：那為什麼不直接歸在美宣費用裡面呢? 

張副會長詩育：因為我們美宣費的裝置藝術的佈置物品是歸在手做的部分，

那我們的人力及美宣功力可能沒有到這麼厲害，所以有一些

比較精緻想要加強這個活動的佈置物品可能會買現成的，那

他們現在還在構思整個現場的畫面，所以我們先歸在雜支，

那如果美宣的手作物品就足夠的話就不會再購買。 

鄭議長羽荷：請問有回答到議眾的問題嗎? 

何議員亭霆：有的，謝謝。 

馬副議長文汶：想詢問剛剛有提到的愛心商店的收入會捐給哪一個單位? 

洪活動部員悅慈：回覆議眾的問題，我們這次是打算捐給流浪動物之家。 

鄭議長羽荷：請問有回答到議眾的問題嗎? 

馬副議長文汶：有的，謝謝。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此提案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動議要提出？若無的

話，針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08學年度第十四屆學

生會經費暨 GOOD BUY二手市集細項預算」進行表決，採舉

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6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柒、 臨時動議 

鄭議長羽荷：請問行政中心或議眾有無臨時動議提出?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提出臨時動議，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鄭議長羽荷：詢問各位議眾針對此提案進場有無異議，若無的話，我們就進

場進行討論。 

【臨時動議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蘇議員敏羽：針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提出修正，

將“由學生議會決議，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為“由學生議會審議通過，送學生事務處處務會

議核備後實施”。修正說明為為落實大學法學生自治精神，使

學生會更具修法彈性及即時性。 

各議眾：附議。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此修正各位議眾有無正反意見或其他動議提出？若無

的話，針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

修正草案進行表決，採舉手決過半決。 

鄭議長羽荷：那現在針對全案各位議眾有無正反意見或其他動議提出？若

無的話，針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二十八

條修正草案進行表決，採舉手決三二決。 

二讀：贊成 1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鄭議長羽荷：好，那我們進行三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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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為由學生議會審議通過，送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

核備後實施。現在針對全案進行表決，採舉手決過三二決。 

二讀：贊成 1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三讀：贊成 1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鄭議長羽荷：請問行政中心或議眾有無臨時動議提出?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鄭議長羽荷：詢問各位議眾針對此提案進場有無異議，若無的話，我們就將

此提案進場討論。 

【臨時動議二】：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鄭議長羽荷：這裡先與各位說明，各位議眾可以看到投影布幕上的檔案，

此檔案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修正總對照表，群組上也有檔案請議眾查看，那這個總表

可以讓各位議眾更了解法規的原條文及待修正之條文，幫助

各議眾稍後的討論及決議，那左邊看到的是原條文，中間為

法規委員會開會後的共識，右邊看到的為我們的指導組老師

提出的意見，那大家可以思考哪一次的修正是對整個法規最

完善的。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提出針對第二條提出修正，將“並促進各系科間

聯繫為目的”加入“學程學會”。修正為“並促進各系科學

程學會間聯繫為目的。 

議眾：附議。 

鄭議長羽荷：那請問在場議眾針對第二條的修正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其他

動議？若無的話，我們將進行表決，採舉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9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提出針對第四條提出修正，將“並得協調處理本

校各系科學會及學生社團之公共事務”加入“學程”。修正

為“並得協調處理本校各系科學程學會及學生社團之公共事

務。” 。 

議眾：附議。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第四條之修正，請問在場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其

它動議提出？若無的話，我們現在針對此修正進行表決，採

舉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針對第十五條提出修正，將“各部門配置部長、

副部長各一人，組員若干人，部長由會長提名， 經學生議

會同意後任命之。”修正為“各部門置處、部長一人，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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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各部門處、部長得因

業務需求配置副處、部長一人，組員若干人。”。 

議眾：附議。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第十五條的修正請問在場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其

它動議提出？若無的話，我們現在針對此修正進行表決，採

舉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9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針對第十七條提出修正，將“部長會議：每二週

召開一次”、“行政會議：每月召開一次”以及“並得邀請

課指組師長列席指導。”修正為“部長會議：每學期至少召

開四次”、“行政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以及“並得

邀請課外活動指導組師長列席輔導。” 。 

議眾：附議。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第十七條的修正請問在場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其

它動議提出？若無的話，我們現在針對此修正進行表決，採

舉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9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針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十八條

提出修正，將“由會員選舉之各系科學生議員組織之。”加

入“學程學會”修正為“由會員選舉之各系科學程學會學生

議員組織之。”。 

議眾：附議。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第十八條的修正請問在場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其

它動議提出？若無的話，我們現在針對此修正進行表決，採

舉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9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針對第十九條提出修正，將“由得票最高者為議

長，第二高票者為副議長；票數相同時，採抽籤方式決定

之。”修正為“推舉議長及副議長各一人。若票數相同時，

得重新投票或採抽籤方式決定之。”。 

議眾：附議。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第十九條的修正請問在場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其

它動議提出？若無的話，我們現在針對此修正進行表決，採

舉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7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蘇議員敏羽：主席，本席針對第二十四條提出修正，將“得於每學年度收

取之會費總額提撥百分之十至二十”修正為“得於每學年度

收取之會費總額提撥部份經費”，並於最後加入“，其學生

會社團補助要點，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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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眾：附議。 

鄭議長羽荷：那針對第二十四條的修正請問在場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

其它動議提出？若無的話，我們現在針對此修正進行表決，

採舉手決過半決。 

決議：贊成 1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鄭議長羽荷：那現在針對全案，請問在場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動議要

提出？若無的話，針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

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進行表決，採舉手決過三二決。 

二讀：贊成 1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鄭議長羽荷：這裡跟大家說明一下，上一個提案為修正學生會組織規程的

最後一條改為不用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因此我們先等第二十

八條修正條文通過後，再修第二案的部分條文，因這樣這部

分的修法就只須經學生議會通過，再交由學生事務處處務會

議核備即可，所以臨時動議的第二案就只先完成二讀，等第

二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後我們再進行三讀，以上。 

 

捌、 聲明與補述 

玖、 主席結論 

最後跟大家報告一點，大家幫我看到群組上，有關學生自治校長遴選委員

會的檔案，那這個法案本來是只要有學生自治的會議通過即可，現在將修

正最後一條，變成此法案也須經由我們學生議會審議後才正式通過，那因

為這次的修改還是會先遵循舊法，所以這次修正條文經他們審議通過即

可，那之後就也須由學生議會審議通過，以上。謝謝大家，辛苦了。 

壹拾、 散會  (結束時間 13 時 0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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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