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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9 月 15 日 

時間:13:00~14:45 

報名幹部研習營學生代表應到 42 人，實到 29 人。 

列席:課指組羅婉綺、吳季蓉、鄭郁蓉 

 

一、補選 103 學年度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 

(一)符合總幹事候選標準(學業成績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103 學年

度自願為全校學生服務。 

(二)依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正副總幹事選舉辦法，第十一條候選人

登記截止日(103.5.31)無人登記或投票率、得票率未達規定而無法產生總幹事、

副總幹事；由課指組召集學生代表，今日幹部參與投票超過 1/2 票數立即當選。 

候選

人 

姓名 

林芸瑩  

系級 

傳音

四 

學業 

成績 

 

 

79.2 

 

 

學號 

110012029  

年齡 

21 操行 

成績 

81.6 

主要經歷（登記資格-凡本校學生 2年級以上各系所學生，並無參加其他會長選舉者）： 

100-1熱舞社-社員、傳音系系籃-社員、關渡藝術節藝陣傳音系-領隊 

101-1傳音系-學藝幹事 

101-1傳音系學會-活動幹事 

101-1傳音系學會迎新-表演組與攝影組 

101-1傳音系學會聖誕晚會-活動幹事 

101-2傳音系學會送舊-活動幹事 

102-1藝術服務隊快樂星星 5-音樂課老師 

102-2藝術服務隊快樂星星 6-音樂課老師 

103-1學生活動中心新生寢具活動-負責人 

政見： 

1.促進學生與校方的開會效率，以及對於議題的深層了解。 

2.整合社團功能，強化社團交流，舉辦社團聯展、晚會。 

3.舉辦例行性公共活動，促進各系交流(籃球比賽、節日宣導與二手市集)。 

4.建立學生申訴平台透過網路和實體的管道，為同學解決疑難雜症。 

5.辦理全校性學權議題問卷，集校內學生民意於大成，適時向校方表達訴求。 

6.關心社會議題，掌握社會脈動。 

決議：29 人投票通過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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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校務會議全校學生代表名額。 

(一)、依據「本校組織章程」第 30 條第 1 款規定，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由選舉產

生，其任期均為 2 年，連選得連任。應產生之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

員總額十分之一，應選出代表 11 人；其代表人選之分配由學生事務處另定

之。本學期校務會議於 10 月 28 日(二)及 12 月 30 日(二)13 時 30 分召開（確

定之開會時間及地點將由本校秘書室再行通知），歡迎同學踴躍參與學校公

共事務！ 

(二)、103 學年度校務會議 11 位學生代表之選舉倘遇當選之學生畢業或休學等

致無法繼續擔任，則依候補人選順序遞補，是以本次候補 3 位。 

(三)、候選條件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及各系所學會代表，候選名單如選票，前 11

名得票數高者則為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未出席者亦有候選人資格)，其餘 3 位

則為候補，並依得票數高低作為候補序位。 

 

決議獲選名單: 

會長姓名 社團名稱 系級 Email 

林芸瑩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

事 傳音四 yunying625@gmail.com 

黃奕 美術系學會 美三 icantforget60968@gmail.com 

吳靜依 戲劇系學會 戲劇三 beabaturu@gmail.com  

周新杰 舞蹈系學會 
舞蹈系貫

五 dalbj8848@yahoo.com.tw 

王冠翔 傳音系學會 傳音二 s840303@yahoo.com.tw  

吳子敬 劇設系學會 劇設三 fox2898363@yahoo.com.tw  

楊心荷 電影創作系學會 電創三 k9901129@gmail.com  

蔡政嘉 音研所學會 音研所二 jacktsai262@hotmail.com 

郭詠晴 舞研所學會 舞研所一 durchtanzen1973@gmail.com 

汪彥成 

藝術跨域研究所學

會 藝跨所二 97301005@nccu.edu.tw 

黃純寶 宿舍自治會長 傳音四 bobo0981232183@yahoo.com.tw 

王悅蓉(候補) 建文所學會 建文所 a91277574@hotmail.com 

劉洲松(候補) 藝管所學會 藝管所二 jamed18@gmail.com 

陳瑭羚(候補) 電影創作所學會 電創所二 qtangling@gmail.com 

mailto:icantforget60968@gmail.com
mailto:beabaturu@gmail.com
mailto:dalbj8848@yahoo.com.tw
mailto:s840303@yahoo.com.tw
mailto:fox2898363@yahoo.com.tw
mailto:k9901129@gmail.com
mailto:jacktsai262@hotmail.com
mailto:durchtanzen1973@gmail.com
mailto:bobo0981232183@yahoo.com.tw
mailto:a91277574@hotmail.com
mailto:jamed18@gmail.com
mailto:qtangl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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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舉參與各項會議類別之學生代表委員名額。 

(一)、學生事務會議因相關學生權益議題,所有學生代表(23 人)皆有權利參與。 

(二)、本學年度選舉選出各類別不重覆委員名額，相關會議(分為常態性、專案性

及臨時性)參與狀況請同類別委員們自行協調，以利落實所有學生代表皆可參與

校園事務之權利及服務同學之義務。投票資格出席本次大會所有學生代表如附件

一，候選名單如附件二，第一階段採自願制，第二階段未達會議類別總數名額用

選票選舉出委員。 

類別(包括常態性、專

案性及臨時性) 

常態會議 學生代表數 

行政類 6 人 校務發展小組會議 1 

提升服務效能與品質專案工作小組 2 

圖書館諮詢委員 2 

教務類 9 人 師培中心課程會議 1 

共同學科課程委員會議 1 

教務會議 6 

教務處課務組課程委員會 6 

學務類 6 人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已確認) 1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2 

衛生保健委員會議 2 

總務類 4 人 校園內活動犬貓管理小組 2 

決議獲選名單如下: 

行政類 6 人 

會長姓名 社團名稱 系級 Email 

林芸瑩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 傳音四 yunying625@gmail.com 

蔡政嘉 音研所學會 音研所二 jacktsai262@hotmail.com  

許琍琍 

戲研所學會 

導演組二 asd14729@gmail.com  

黃家曄 表演組二 lalatame@gmail.com  

楊杏枝 劇創組二 ccyangla@gmail.com  

黃美雅 理論組二 musicyea@yahoo.com.tw  

劉洲松 藝管所學會 藝管所二 jamed18@gmail.com  

蕭詠華 漫研社 美術系 dora_82107@yahoo.com.tw 

凌孟汶 會心志工社長 音樂系 menwen.ling@gmail.com 

mailto:jacktsai262@hotmail.com
mailto:asd14729@gmail.com
mailto:lalatame@gmail.com
mailto:ccyangla@gmail.com
mailto:musicyea@yahoo.com.tw
mailto:jamed18@gmail.com
mailto:dora_8210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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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婕安 如來實證社社長 戲劇系 chungchiehchungchieh@gmail.com 

教務類 9 人 

會長姓名 社團名稱 系級 Email 

吳靜依 戲劇系學會 戲劇三 beabaturu@gmail.com  

吳子敬 劇設系學會 劇設三 fox2898363@yahoo.com.tw  

楊心荷 電影創作系學會 電創三 k9901129@gmail.com  

詹凱勛 動畫系學會 動畫三 pzenn@ms6.hinet.net  

許琍琍 

戲研所學會 

導演組二 asd14729@gmail.com  

黃家曄 表演組二 lalatame@gmail.com  

楊杏枝 劇創組二 ccyangla@gmail.com  

黃美雅 理論組二 musicyea@yahoo.com.tw  

王悅蓉 建文所學會 建文所 a91277574@hotmail.com  

張芳慈 新媒體所學會 新媒所二 daisychang0905@gmail.com 

何嘉薇 藝教所學會 藝教所二 w654cba@hotmail.com  

潘杰 傳音所學會 傳音所二 tomato0776@yahoo.com.tw  

 

學務類 6 人 

會長姓名 社團名稱 系級 Email 

黃奕 美術系學會 美三 icantforget60968@gmail.com  

周新杰 舞蹈系學會 舞蹈系貫五 dalbj8848@yahoo.com.tw  

楊洪桉 新媒系學會 新媒三 a381177@yahoo.com.tw 

郭詠晴 舞研所學會 舞研所一 durchtanzen1973@gmail.com  

姜名駿 美術碩士生聯合學會 美碩一 chiangming1218@gmail.com  

黃純寶 宿舍自治會長 傳音四 bobo0981232183@yahoo.com.tw  

 

總務類 4 人 

會長姓名 社團名稱 系級 Email 

林芸瑩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 傳音四 yunying625@gmail.com 

黃竹憶 陶藝社 美術系 tts489ra@hotmail.com.tw 

劉主平 校狗工作隊 電影系 ivys60422@gmail.com 

張譯方 北藝大藝術服務隊 劇設系 yifangchang1019@gmail.com 

 

mailto:beabaturu@gmail.com
mailto:fox2898363@yahoo.com.tw
mailto:k9901129@gmail.com
mailto:pzenn@ms6.hinet.net
mailto:asd14729@gmail.com
mailto:lalatame@gmail.com
mailto:ccyangla@gmail.com
mailto:musicyea@yahoo.com.tw
mailto:a91277574@hotmail.com
mailto:w654cba@hotmail.com
mailto:tomato0776@yahoo.com.tw
mailto:icantforget60968@gmail.com
mailto:dalbj8848@yahoo.com.tw
mailto:durchtanzen1973@gmail.com
mailto:chiangming1218@gmail.com
mailto:bobo0981232183@yahoo.com.tw
mailto:tts489ra@hotmail.com.tw
mailto:ivys60422@gmail.com
mailto:yifangchang10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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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代表提問 

1. 學生社團社長交接(強制)機制                                  音樂所 

2. 音樂廳(展廳)外借學生社團增加使用次數                        音樂所 

3. 擁有各社社辦&使用辦法                                      擦擦板 

4. 電算中心的印表機一起搬家?是否需付費使用?                    漫研社 

5. 熱舞社需要鏡子                                              熱舞社 

6. 社團使用空間借用(每周固定社課) 

7. 機車格事件發展後續                                         舞研所 

8. 女宿前路面水溝蓋造成道路不安全                             音樂所 

 

決議: 

1.由課指組詢問相關單位問題後，於 9月底前回覆給參與全校幹部研練營學生代

表。 

2.依據綜合宿舍整修進度，預計 9 月底前完成相關社團空間共同管理使用辦法及

分配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