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第二次器材審查會議 

1、 會議時間:  110 年 06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17 時 10 分 

2、 會議地點: 線上會議 

3、 主席: 社聯會會長 汪元媜 記錄: 社聯會副會長 李柏儀、第七屆社聯會長 

蔡旻澔 

4、 出席委員數:  

委員人數:26  出席委員數:14 門檻票數:8 詳見附件一 

5、 會議議程: 

1. 經費審查 

2. 臨時動議 

6、 經費審查會議記錄:  

1. 投票方式說明: 

不同意者舉手，由課活組膺中負責計票 

2. 會議法規依據說明 

3. 申請狀況： 

共 9 社團提出器材申請，共 13 社團提出校外指導老師費用申請 

4. 此次開出資本門: 62 萬元；經常門: 36 萬元 

5. 志願序一 

(1) 麥克風架因年限已過期，故社聯會提出 4 組申請 

(2) 主動式喇叭由社聯會提出 2 組申請 

(3) 奇峰登山社因登山安全需求，提出之衛星手機 XT-LITE THURAYA 1

組申請 

(4) 弦情吉他社提出銅鈸 1 組申請 

(5) 長洪武術社提出之台製藤長棍 3 組申請，(質疑:為何給男社員不給

女社員 回覆:主要是因台藤製長棍較輕,女社員使用較順手) 

(6) 管弦樂社提出銅管弱音器(1 組有 3 個) 1 組申請 

(7) 熱門音樂社提出 18 軌數位混音器 1 組申請 

(8) 國樂社提出 3/4 低音大提琴 1 組申請 

(9) 醫放系系學會提出排球 1 組(10 顆球)申請 

(10) 魔術社提出砍刀手 1 組申請 

(11) 投票 

6. 志願序二 

(1) 奇峰登山社提出之拔熱式透氣背包 2 組申請 

(2) 弦情吉他社提出之麥克風架 1 組申請 

(服務學習中心 侯曼貞主任提出:弦情吉他社的麥克風架單價為

1,680元,但社聯會在志願序一提出之 1,900元,是否考慮將志願序一

社聯會提出的品項更換為弦情吉他社所提出之品項) 

(3) 長洪武術社提出之台製一體成形木劍 2 組申請 

(4) 管弦樂社提出小鼓含架 1 組申請 

(5) 熱門音樂社提出主動式訊號轉換器 2 組申請,原和弦情吉他社共用

之,但經年已逐漸損毀,於是提出採購申請,之後會和弦情吉他社共

用 

(6) 醫放系系學會提出排球袋 1 組申請 



(7) 魔術社提出劍穿脖子 1 組申請 

(8) 投票 

7. 資本門 - (含追加件數) 

(1) 熱門音樂社提出鼓類收音麥克風 1 組申請 

(2) 弦情吉他社提出手持行動 PA 音箱 1 組申請 

   (學務長 魏一華提出手持行動 PA 音箱是否多由社聯會統一購買,提供

其他社團借用?  回覆:移至臨時動議討論) 

(3) 管弦樂社提出 100 公分大鑼含架 1 組申請 

    (4) 奇峰登山社提出輕量四人三季帳篷 1 組申請 

    (5) 長洪武術社提出木人樁 1 組申請 

    (6) 投票 

8.  志願三 

    (1) 弦情吉他社提出銅鈸 12 吋 1 組申請 

  (2) 魔術社提出魔瓶 1 組申請 

    (3) 投票 

9.  志願四 

    (1) 魔術社提出透明箱出鈔 1 組申請 

    (2) 投票 

10.  校外指導老師費 

(1) 奇峰登山社器材補助之金額較大，故將補助講師費調降至 3,200，

多出補助款的 1,800元，分配給運動舞蹈社、手之舞手語社、合氣

道社，每個社團多 600 元，(運動舞蹈社調整至 4,600 元、手之舞

手語社調整至 4,200 元、合氣道社調整至 4,600 元)  

11. 此次共補助器材資本門: 449,120 元；經常門: 57,300 元，剩餘資本門 

170,880 元，剩餘經常門 57,300 元，待下次補助使用 

12. 此次共補助校外指導老師 57,000 元 

 
7、 臨時動議會議記錄:  

1. 決議：社聯會添購手持行動 PA 音箱 1 組，供社團借用 

 
 
 
 
 
 
 
 
 
 
 
 
 
 
 
 



 
附件一: 與會人代表與簽到時間 

110學年度第二次器材審查會議簽到記錄 

編號 簽到時間 社團名稱 名字 

1 - 社聯會 汪元媜 

2 - 社聯會 李柏儀 

3  1703 醫放系學會  郭翰錫 

4  1703 魔術社  顏晨軒 

5  1703 管弦樂社  陳日建 

6  1703 樂艸會  趙紹婷 

7 1703 僑生聯誼社 劉修豪 

8 1703 長洪武術社 王姿云 

9 1704 皇家闇黑國樂社  趙若妤 

10 1704 營養推廣服務隊  李佳穎 

11 1704 書法社  賴乙萱 

12 1705 合氣道社 黃浚綸 

13 1706 學生會副會長  李依玲 

14 1706 足球社   游翔宇 

15 1706 課外活動組 李欣怡 

16 1706 公衛系學會會長  張凱筑 

17 1707 課外活動組  李科輝 

18 1711 杏服醫服務隊  陳思翰 

19 1711 運動舞蹈社 莊凱孟 

20 1712 健康中心  朱育秀 

 

 



 

 

編號 簽到時間 社團名稱 名字 

21 1716 服務學習中心  侯曼貞 

22 1717 僑生聯誼社  劉修豪 

23 1717 學務長 魏一華 

24 1717 馬來西亞同學會  王川華 

25 1728  郭旭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