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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學生自治領袖議事營-『聲思意議』活動企劃書
壹、活動緣由
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功能不僅僅是規範議事程序、提高開會效率，且也是一種公民素養的
體現。畢竟，民主並不只是選舉投票的那一瞬間，而是公民用於自律的一種生活方式，只有
當人民具備公民素養的前提下，民主的社會才有可能更進一步發展。
在眾多研習營開發及培養學生的「溝通」、「抗壓」、「人際關係」等能力，雖可激發學生
勇於面對不確定因素的環境，可我們往往忘記了怎麼生活才是構成成熟民主社會的根本。
在此次活動中，將透過講者的帶領下，讓參與者了解議事規則是種溝通技能，也是種生
活哲學，更提升了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
『聲思』為深思的諧音，表示希望學生能透過活動不僅能提升深思的技能，且也能勇敢
表達自己的選民的心聲；『意議』則是意義與議會的合拼，即希望學生能了解議會形成的初
衷及精神。
貳、活動目標
一、學會開會（推薦書籍《該死的會議：如何開會更高效》——（美）蘭西奧尼）
開會是現代社會溝通最主要的模式，我們通過會議來商討和決定整體的事務和行動。
通過明確的規範和程序，才有可能將議會的功能發揮得更完善，否則適得其反，使人
感到厭惡。
二、眼界大開（推薦書籍《艱難的一躍》——易中天）
美國憲法的誕生與制度倫理和價值體系之間的關係，讓參與者了解議事規則的產生，
且如何與我們價值觀之間有所關聯。講者分享議會與行政中心如何在摩擦中學會合作，
達到各自的目的。
參、活動目的
一、培養參與者對於議事規則的認知與運用。
二、提升參與者之議事相關知能，並增加臺南市學生接觸議事規則之機會。
三、讓議事規則融入參與者的生活中，提升參與者之公民素養。
四、提升青年學子對公共事務之參與度。
肆、活動時程：民國 106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至 4 月 29 日（星期六）
伍、活動地點：國立臺南大學府城校區
陸、指導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柒、主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
捌、承辦單位：第九屆學生議會
玖、協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學生會及各社團、國立成功大學第二十四屆學生議會
拾、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對議事規則有興趣之教職員工及學生幹部約 80 人
拾壹、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 106 年 4 月 9 日(日)止，以各校學生自治幹部為優先，名額有
限，額滿為止。
二、一律採線上報名：https://goo.gl/kloHHY 。
三、每人均須負擔 500 元（含住宿、餐點、保險等相關費用），請使用郵局帳號轉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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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學生議會郵局專戶，資料如下：
（一）『戶名：國立臺南大學學生議會蔡依芸』
（二）『【郵局代號：700】、【局號：0031158】、【帳號：0461341】』
四、相關退費機制如下：
1. 繳費後至活動前三週（繳費後～4/10），退費 75%。
2. 活動前三週至活動前兩週（4/11～4/16），退費 35%。
3. 活動前兩週內（4/17～4/28），怒不退費。
拾貳、活動說明與流程：
一、活動項目：
1 議事規則
（一）活動一：課程○
1.辦理場地：本校府城校區 國際會議廳 B401
2.辦理對象：全國學生領袖及本校在校學生
3.辦理日期：4 月 28 日（星期五）
4.辦理時間：上午 9 時 50 分開始至上午 11 時 50 分（共計 120 分鐘）
5.活動講師：黃富章/中華議事員協會理事
6.參與人數：約 80 人
7.活動流程：講師詳細講解議事規則之流程，讓參與者參訪市議會前，對會議流程有
基本的了解和認識
8.課程目的：正式的議事會議都會遵守既定流程和規則，為了加強學生自治組織開會
技巧和效率，故課程中講師將詳細講解議事規則和資料提供，讓學生對正式會議有實
際的概念。
（二）活動二：參訪臺南市議會
1.辦理對象：全國學生領袖及本校在校學生
2.辦理日期：4 月 28 日（星期五）
3.辦理時間：下午 1 時 20 分至下午 2 時 05 分（共計 45 分鐘）
4.參與人數：約 80 人
5.活動流程：請臺南市議員親自帶領學生參訪並旁聽，讓學生有機會親自目睹市議會
行事的整個過程。
6.活動目的：在學生自治組織中，學生鮮少有機會在旁觀看市議會開會。故在此活動
中，讓學生參訪，方可效仿市議會開會模式或以此為模範。

參訪

交流

效仿

7.備註：活動流程和時間暫定，依市議會安排和時間排定為準。
1 模擬角色演練
（三）活動三：討論○
1.辦理場地：臺南市議會
2.辦理對象：全國學生領袖及本校在校學生
3.辦理日期：4 月 28 日（星期五）
4.辦理時間：下午 2 時 45 分至下午 4 時 45 分（共計 120 分鐘）
5.活動講師：羅紹齊/世新大學學生議長
6.參與人數：約 80 人
7.活動流程：
承辦單位與講師於活動前討論需要在此活動中討論的議題，並挑選 3 個議題於
i.
活動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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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i.

於活動規則說明環節說明模擬角色演練活動內容，並說明會議通知。
主席由講師擔任、副主席 1 名、秘書 1 名、副秘書 1 名、其餘則以議員身份參
與。
iv.
市議員為活動開場。
v.
模擬角色扮演開始前，講師講解正式會議流程，參與者針對議題進行 30 分鐘的
討論，且可向當場議員或講師請教，擔任主席、正副秘書角色則與講師和議員
進行交流。
vi.
活動進行中，參與者依正式會議流程進行發言。
vii.
活動結束後，議員或老師將給予點評，講師頒發神秘禮物一份給優秀參與者。
viii.
將會議記錄將交給市議會，以轉達參與者之意見。
8.活動目的：為讓參與者可以學習機體驗正式會議場合的氛圍，故安排此活動，讓參
與者有實際演練即刻修正的機會。
（四）活動四：綜合座談『與議員有約』
1.辦理場地：臺南市議會
2.辦理對象：全國學生領袖及本校在校學生
3.辦理日期：4 月 28 日（星期五）
4.辦理時間：下午 4 時 45 分至下午 5 時 45 分（共計 60 分鐘）
5.活動講師：謝龍介議員及其他台南市市議員
6.參與人數：約 80 人
7.活動流程：議員與參與者分享個人經歷，參與者與議員提問交流。活動結束後頒發
紀念品於市議員。
8.活動目的：讓參與者了解議員之責任及經驗分享，何為政治之路。
2 模擬會議
（五）活動五：課程○
1.辦理場地：本校府城校區
2.辦理對象：全國學生領袖及本校在校學生
3.辦理日期：4 月 29 日（星期六）
4.辦理時間：早上 9 時 30 分至早上 11 時 30 分（共計 120 分鐘）
5.活動講師：黃富章/中華議事員協會理事
6.參與人數：約 80 人
7.活動流程：
i.
於活動前一天將活動所需提案單交予各組別，並要求於隔天早上活動前繳交給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將轉交給講師。
ii.
講師將點評每一份提案單。
iii.
過程中，參與者可按照講師的進度，使用手中的議事動議牌子提請相關議事動
議以達到互動學習的效果。
8.活動目的：經過前一天在市議會的演練，在第二天的活動正式模擬。讓參與者從提
案單到會議結束有清楚的流程順序。如：提案怎麼提、怎麼修改提案內容、當面對特
殊的狀況，主席應該怎麼做等。
9.備註：活動流程還依講師課程安排為準。
2 分組交流及討論與分組成果發表
（六）活動六：討論○
1.辦理場地：本校府城校區 文薈樓講堂
2.辦理對象：全國學生領袖及本校在校學生
3.辦理日期：4 月 29 日（星期六）
4.辦理時間：下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20 分（共計 110 分鐘）
5.活動講師：王羿方/現任台大學代會學務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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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緯明/前國立臺南大學第七屆學生會會長
6.參與人數：約 80 人
7.活動流程：
i.
將參與者分為 8 組，每組十人，並要求各個組別討論出自己學校學生自治所面
對的問題和解決方案，並挑一個組內討論的議題與所有參與者分享，呈現方式
不限。每組至多呈現 10 分鐘。
ii.
在各組別中，由隊輔帶領大家討論並互相交流，以激盪出更多不同的想法。
iii.
呈現後，其他參與者可給予建議，講師將給予點評或建議。
3 沙龍座談『質詢與回應之秘笈』
（七）活動七：課程○
1.辦理場地：本校府城校區 文薈樓講堂
2.辦理對象：全國學生領袖及本校在校學生
3.辦理日期：4 月 29 日（星期六）
4.辦理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共計 60 分鐘）
5.活動講師：王羿方/現任台大學代會學務委員會主席
紀緯明/前國立臺南大學第七屆學生會會長
6.參與人數：約 80 人
7.活動流程：透過主持人之引導，講師講述議會質詢學生會行政中心之狀況及學生會
行政中心回應議會之狀況的技巧。
8.活動目的：經過前面活動的會議流程演練，為學生議會與學生會行政中心能有更好
的溝通，故邀請講師讓參與者掌握相關技巧。
4 議會與行政中心如何在摩擦中合作
（八）活動八：課程○
1.辦理場地：本校府城校區
2.辦理對象：全國學生領袖及本校在校學生
3.辦理日期：4 月 29 日（星期六）
4.辦理時間：下午 3 時 40 分至下午 4 時 50 分（共計 70 分鐘）
5.活動講師：林易煌醫師（曾任台南市議員及醫師公會理事長）
6.參與人數：約 80 人
7.活動流程：講師講述議事之發展史並從中帶出會議開會之技巧，讓參與者了解議會
與學生會行政中心在微妙的關係中，如何彼此合作達到各自目的。
3 掌握答辯和溝通的技巧，此次課程將讓參與者掌握如何與己
8.活動目的：經過課程○
對立的單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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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流程

第一天 4/28(五)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8:30-09:00（30 分鐘）

接駁至學校

從火車站、高鐵站

09:00-09:30（30 分鐘）

報到+資料領取+分組

誠正大樓 B401

09:30-09:45（15 分鐘）

開幕儀式+貴賓致詞

09:45-09:50（5 分鐘）

營隊活動說明

校長、學務長(議員)
誠正大樓 B401
議長

09:50-11:50（120 分鐘）
11:50-12:50（60 分鐘）
12:50-13:20（30 分鐘）
13:20-14:05（45 分鐘）
14:05-14:15（10 分鐘）

1 ：議事規則
課程○
午餐與交流
集合+出發
參訪：市議會參訪旁聽
大合照

14:15-16:15（120 分鐘）
16:15-17:15（60 分鐘）

1 ：
討論○
模擬角色演練
與議員有約

17:15-17:45（30 分鐘）
17:45-21:00（195 分鐘）
21:00——

移動至晚餐地點
晚餐與交流
出發到就宿地點

誠正大樓 B401
誠正大樓 B308
市議會
場外（市議會外）
場內（活動結束市議會內）
市議會
市議會
總理餐廳
台南市勞工育樂中心

第二天 4/29(六)
時間
08:30-09:00 (30 分鐘)
09:00-09:30（30 分鐘）

活動內容
出發至學校
報到+分組

備註

09:30-11:30（120 分鐘）

2 ：
課程○
模擬會議
2 ：
討論○
分組交流及討論+午餐
2 ：
討論○
分組成果發表
休息
3 ：
課程○
質詢與回應之秘籍
休息
4 ：
課程○
議會與行政中心如何有效率
的合作
休息
活動回顧+結業式+大合照
賦歸

文薈樓 JB106

11:30-13:00（90 分鐘）
13:00-14:20（80 分鐘）
14:20-14:30（10 分鐘）
14:30-15:30（60 分鐘）
15:30-15:40（10 分鐘）
15:40-16:50（70 分鐘）

16:50-17:00（10 分鐘）
17:00-17:30（30 分鐘）
17:30——

文薈樓 JB106

文薈樓教室 JB101、JB102、
JB103、JB104
文薈樓 JB106

文薈樓 JB106

文薈樓 JB106

文薈樓 JB106
接駁至火車站、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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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叁、資源配置：
一、人力資源架構
學生議會

總副召

活動第一天
規劃小組

活動第二天
規劃小組

文書

公關

總務

美宣

二、人力分工表
負責人
鄧文濟

蔡依芸

職務
總召

副召、美宣

黃筱晴

副召、總務

李采蓁

公關

林宣妤

文書

各活動負責人負責

活動

組員

負責內容
1.企畫書撰寫，規劃活動流程
2.聯繫活動邀請講者
3.追踪各組進度
*：總副召責任相關內容可視情況自行協調。
1.宣傳品相關製作
2.手冊製作
3.與學校單位（溝通）協調場地
4.感謝狀、參與證書等製作與列印
1.聯繫市議會、地方法院等相關政府單位
2.追踪各小組進度
3.住宿聯絡
4.負責各活動有關出納工作
1.規劃活動宣傳
2.活動拉贊
3.報名系統製作與統計
4.發邀請函至全國學生自治組織
1.整理及記錄會議資料
2.製作回饋單
1.負責各活動有關出納工作
2.各活動場佈、場復協助
3.活動人力配置圖

三、學校資源：
（一）人力資源：
1.編制：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編制 3 人，組長 1 人，組員 2 人。
2.職責：輔導學生主動參與公共事務，辦理相關之研習及課外活動，使學生在發展個
性與群性之中，學習領導與管理、企劃活動、服務學習、參與公共議題，並展現關
懷社會、服務社會的精神。
（二）經費挹注：編列年度預算，補助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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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部資源：
（一）教育部：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及活動經費補助。
（二）臺南市議會：
1.環境場域：旁聽市議會質詢，瞭解實際議事運作及民主程序。
2.專業人員導覽：對於議會成立之背景及所附責任更加瞭解，讓青年子瞭解政府在民
主社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權力分立的本質有所認識。
3.市議員經驗交流：透過與在地議員對話的過程中，促進青年公共參與在地化，除了
瞭解議事程序規則之外，更知曉民主運作的過程，對於青年參與公共事務均有所助
益。
拾肆、預期效益：
一、對於學生的參與學習影響
（一）提升學生之邏輯思維與公民素養
人類活動離不開與他人討論事務與決策，此次活動中將盡可能讓參與者了解羅伯特
議事規則之精髓及產出之背景，並從中培養學生議事論事之公民素養，爭論只會相
互耗損。
（二）提高對公共事務議題的關注
為期兩天的議事營，除了安排實地導覽之外，更輔以專業講師進行經驗分享，藉此
引領學生關注公共事務，並提升政治效能感，對公共議題不再冷漠以對，更能將所
學，回饋妤社會之中。
（三）拓展學生之知能範圍
透富有經驗且眼界廣闊的講者，讓參與者了解與他人議事之重要性，帶領參與者掌
握議事技能，並讓參與者看見頂尖企業怎麼決策及討論。
二、對於社會的助益與影響
（一）對於公共參與的人才培育
民主社會著重公民參與，培植青年人才，參與公共事務，為首要之務，透過議事營
的辦理，使民主法制觀念深耕於學子腦海之中，並落實於生活行為。
（二）提高了政策的正當性及合法性
因青年公民的政治參與，讓政策形成的過程更具多元代表性，透過青年人力的培植，
增進青年的公共參與，使政策更加周延，有利於國家政策長遠發展。
拾伍、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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