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第二學期期末大會開會紀錄 

日期:2016/06/015 地點:大理論教室 紀錄者:賴炫慈 

主持人：簡瑞榮 

●會議內容 

◎頒獎 

總成績第一名、第二名:梁凱茵、蔡佩樺 

 

◎老師報告 

 

簡主任 

1. 時間過得很快，一個學期又過了，不只是我們四年級要畢業，我七月也要畢

業了，我們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的系主任，廖主任，八月一號就由我們廖主

任領導系上的所有老師跟同學，我們希望我們系能更好，那因為很競爭，所

以希望大家加油。 

2. 報告事項跟上次差不多，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醒，第一件事情就是安全，那我

很高興我六年的系主任任內的同學還算平安，因為注意喔，你們的父母親把

你們送到學校來，書讀得好不好呢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每次期初期末大會

我一定先講安全再說，這次暑假有一二十位同學要去大陸，要留意因為大陸

人生地不熟，包括住宿、人身、性的部分自己要留意。 

3. 節約能源的部分，每次駐衛警都會要求簽一個資料，最近比較少了啦，就是

某某同學過夜未申請，或是藝術館、走廊、教室電燈沒有關，要節約能源。 

4. 冷氣遙控器現在一律放教室，要用教室要借鑰匙，但是遙控器就放教室裡，

冷氣不要用一個晚上都沒有關，該節省就節省。 

5. 暑假快到了，要用系上教室或設備，包括相機攝影機，系上照借，希望同學

們善用系上或學校的資源，學校體育館和書館照開，一樣注意安全。 

6. 系上有雜誌，訂了藝術家雜誌和 DPI 雜誌，系上經費有限，明年系展獎金可

能就沒了，所以訂了就請同學有空可以去看。 

7. 桌球桌要愛惜，上次滴到水就凸兩個了 

8. 教室借用和器材管理，系上腳架快拆片都不見了，包括我自己的財產的腳架

也是，一個快拆片不見整個腳架都報廢了，所以請同學有看到快拆片就還回

來，未來借用器材的時候該還得要還，包括快拆片、記憶卡、電池。 

9. 品德部分，四維八德，勤儉誠信慈，這是做人基本道理 

10. 同樣的，早點做升學就業準備，這次同學考得不錯。最近五年一貫，有兩個

獎學金的名額，一年給三萬，最多給兩年，總共六萬，三年級同學如果有興

趣申請，下禮拜二之前提出來。 

11. 展覽部分包括期末共審、聯展、系展、畢展、228 展覽、十校聯展，希望同

學務必加油，好好地爭取最高榮譽。 



12. 平常有任何問題，包括冷氣壞掉、廁所馬桶壞掉，趕快向系上的系主任反映，

七月底之後八月一號就找廖主任了，其實我們助教也都在，所以如果我們不

在，有 email 或跟我們系的助教反映。 

13. 現在假單都是線上申請的，八月一號以後就會轉到我們廖主任這邊，留意一

下是不是按照時間，不要超過時間了，有些公文有些資料該給老師簽的就給

老師簽名，不要自己簽，也不要自己加，比如老師點名同學要消點名時數，

老師寫 2 小時同學不要自己偷加 10 小時，被抓到小過以上。 

14. 系上球隊很多，要多運動，運動是最好的良藥，抵抗力會變強。 

15. 最後一個，故宮南院已經開放線上申請參觀了，應該是不用錢的 

以上報告，廖主任來跟我們同學勉勵一下 

 

廖老師 

1. 不曉得講什麼，我們還是感謝簡主任這六年來的帶領，我們系上其實平安很

多，招生各方面都還不錯，拍手謝謝簡主任。 

2. 本人呢，其實當行政職不是我的規劃，只是我就我的人生規劃來講不是我規

劃的事，但是因為在學校當老師嘛，總是會輪到當行政職的時候，本於服務

的精神服務同學跟老師，所以其實主任就是學校跟同學之間的橋樑，你們有

什麼事情的話，當然可以直接申訴到學校，但是希望先經過系主任這邊的溝

通，系主任這邊真的沒辦法解決的時候我們也會把你們的意見反映到學校那

邊，所以八月一號當了主任之後就歡迎各位去主任辦公室找我，如果有什麼

問題的話，但是沒什麼問題的話最好不要來打擾，最好是大家都平平安安，

課業跟不上或是生活起居有什麼問題大家都可以隨時來找我。 

感謝各位，謝謝 

 

◎問題時間 

A. 

姍姍:電腦教室的麥克風壞掉了 

簡主任:可能接觸不良，因為我在那邊上課有時候右下角燈有亮就表示有聲音，

有時又在折下一點點就沒有聲音 

姍姍:廣播的時候錄影的時候沒有聲音 

簡主任:你是說錄完然後播沒有聲音嗎?像這個情形我們電腦工程師都在，一通電

話就解決了，好嗎?所以要盡快讓我們知道 

B. 

佩樺:文薈廳系展的時候，兩邊出入的門要流通吧?像我們那時候班展的時候有借

場地，音樂系也說他們要送舊就不開放。 

簡主任:我們展覽的時候他們用他們的送舊 

佩樺:我說的是除了展覽廳以外的公共場所 

簡主任:他們不是都從那邊走上去文薈廳裡面嗎? 



佩樺:因為我們那時候展覽的時候有圍住柱子跟牆壁，他們音樂系不知道我們有

租場地展覽，有貼東西在我們作品上面，就算是形象牆也算是我們的作品，可是

他們觀念不太一樣，所以覺得兩邊要互相溝通，然後他們辦那個音樂會的時候也

會用到樓下的地方來擺桌子之類的，所以要協調一下。 

簡主任:目前文薈廳展牆好像是歸我們系上在管，所以應該是文薈廳展覽廳歸我

們管，他們只是從那邊經過而已 

佩樺:音樂系說法是我們共用的，並非只屬於我們系 

簡主任:我剛講的是我們通道一定不能擋到人家，因為他們要從那邊進入文薈廳

嘛，至於文薈廳展覽的部分就是我們的。 

湘婷:因為他們會在一樓做佈置，所以他們會影響我們，像他們會在那邊吃東西，

因為有時候音樂系會給一點餐點，他們就會在那邊吃 

簡主任:他們應該尊重我們吧，我們先展覽的，可是像剛剛的情形像是他們沒有

尊重我們 

佩樺:是兩邊，因為他們說他們也有租場地，然後我們也有租 

簡主任:展覽廳的責任是歸我們管阿，只是出入口不要擋到，文薈廳裡面是歸他

們管阿，你要用我的場地你要跟我們系上講啊，所以像這樣的話要早點讓我們知

道讓我們去跟他們協調，像應用歷史系最近要辦一個較白色恐怖的展，他們就是

會跟我們協調阿，所以就是一個原則要互相尊重。我們作品用 QRcord 他們卻貼

在我們 QRcord 上這樣就是不對，所以早點讓我們知道。 

 

◎系學會 

1.幹部介紹 

副會長-黃亭愔 

執秘-賴炫慈 

活動-莊舒琪 

公關-馮崇聖 

宣傳股-鄭佩君 

美宣股-王奕心 

展覽股-黃佳緣 

器材股-殷國森 

體育股-李懿 

稽核-劉美君 

總務-鄭琳蓁 

我是會長黃議萱，下學年度也請各位多多指教，也謝謝106級系學會幹部的努力，

107 級系學會在未來會為大家再努力服務。接下來請總務股琳蓁為大家報告這學

期的支出報表 

2.系學會支出明細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系展茶點 - - 5000  

系服訂金 - - 3030 含運費(30 元) 

 

105級送舊盃 

器材：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教練費 4 人 - 420  

獎品 - - 681 5 個項目 

 

105 級送舊晚會支出明細 

器材：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燈光音響 1 組 - 4000  

投影機線 1 條 - 419  

總計 - - 4419  

 

美宣用品：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海報 2 張 150 300  

邀請卡 68 張 50 340  

布幕 - - 636  

總計 - - 1276  

 

餐點：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餐品 盤 - 21600  

飲料 4 桶 - 1400  

總計 - - 23000  

 

雜支：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獎品 - - 350  

畢業禮物:胸章 46 個 11 539 含稅(39 元) 

拉炮 1 盒 - 59  

總計 - - 948  

 

總計：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總計 10 項 - 29643  

 

費用補助、支付、來源：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系辦補助 - - 4000  

每人門票 65 人 150 9650 其中 2 人因臨時不

參加所以繳 100 

系學會支付 - - 15993  

餘額 172035 

3. 展覽股 

系展要跟檜藝生活村合作第三次，會在 8/15 到 10/16 展期在檜藝生活村後面

的白色倉庫展出，這個禮拜我就會把展出的名單確認好然後公布在公版告訴

大家，謝謝 

會長:請問大家對於系上有什麼問題嗎?沒有嗎?我們謝謝簡主任這些年來未大家

的努力，也歡迎廖老師接下來接任主任，希望下學期可以跟所有同學還有系學會

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