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 門 大 學 學 生 會
Associação de Estudantes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Students’ Union
第二十一屆澳門大學學生會
五月份常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
日期：201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
時間：15:15
會議地點：澳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1013 室（Ｅ31-1013）
會議主持：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
會議紀錄：許美珊（會員大會主席團秘書）
出席者：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會監事
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如（人文學
院學生會副會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
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
長）、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
列席者：李浩坤（理事會財務長）、吳穎欣（會員）、馬詩文（會員）

1.

會議預備事項。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提醒各位會議將被錄音以作會議紀錄用途，且錄音將會由會員大
會主席團保管。

2.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錄音 4:00-4:36)

決議：
贊成：１0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
成（理事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潘靜雯
（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
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
反對：0 票；
棄權：0 票；
結論：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3.

審批新附屬組織成立：敲擊樂學會。(錄音 4:4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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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嘉豪（籌委會主席）簡單補充敲擊樂學會。
➢ 兩種會員制度修改為一種會員制度；
➢ 會員年費為 MOP20 元；
➢ 參與活動即享有七折；
➢ 與其他屬會的分別：從性質上，敲擊樂屬於一個大的樂會，包括中打、西打、其他民
族打擊樂等等；
➢ 從類型上，敲擊樂學會所針對敲擊樂所舉辦的活動，其他屬會並不能舉辦到；

⚫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詢問章程中款項欠交將喪失會員資格，其中有什麼款項會欠交？

⚫
⚫
⚫

孫嘉豪（籌委會主席）回答為活動的參加費。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詢問假設在活動上有相似會選擇與其他屬會分開還是兼容？
孫嘉豪（籌委會主席）回答首先當然會選擇兼容，亦需要資詢對方意見。

⚫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詢問樂器問題？
孫嘉豪（籌委會主席）回答可以借就借，如果借不了就會視乎資金方面，如前兩者都不能
則會在活動中調節。
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詢問章程第三條第一款，如果會員沒有提前一個月且沒
有本會批准，則不能退出？
孫嘉豪（籌委會主席）回答如會員有申請，則我們會詢問會員的意見再作考慮。提前一個
月並非強性。

⚫
⚫

15:30 敲擊樂學會籌委員離席
決議：
贊成：11 票──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
會監事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
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
生會會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
會長）、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
反對：0 票；
棄權：1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
結論：通過成立新附屬組織──敲擊樂學會。
4.
⚫

審議並通過會員大會主席團及常務委員會四月份工作報告。(錄音 22:40-30:40)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簡述會員大會主席團及常務委員會四月份工作報告。

⚫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詢問何為 S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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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回答為一學校部門，與學生代表簡介學校發生的事。在該會議中
有簡述 S8 幾時開幕及當中的店舖，以及食通天不再續約，所以正在找尋其他商店；在會
議中除了學生代表外，亦有學校職員，有提及到衛生問題，會進行改善；N1 有重開咖啡
廳；OSA 簡述他們的工作，增設了設備，以及特長生計劃。

決議：
贊成：10 票──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
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蔡俊熙（教
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何瑩（宿生交流
會會長 ）；
反對：0 票；
棄權：2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
結論：通過會員大會主席團及常務委員會四月份工作報告。
5.
⚫

審議並通過理事會四月份工作報告。（錄音 30:55-48:40）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簡述理事會四月份工作報告。
➢ 與 VRSA 的會議，當中反映了學生辦工空間問題，提出 E6 的空間使用，對方回應如
非學生組織使用會較難協商，因 E6 原用作教學用途，可能日後學校會考慮擴招，E6
則會用作教學用途。會持續與 SAO、副校商討此事。

⚫
⚫
⚫
⚫
⚫
⚫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內生會舉辦的五四活動欠缺組織。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會員事務部在學生申訴有沒有最新情況？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回答沒有。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表示會增設屬會的宣傳空間：三院至學院之間、E6 柱位等等。
吳穎欣（會員）表示希望在 E31 外面的柱位可以再增設宣傳空間。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 E21,E22 之間的戶外空間亦可以增設宣傳空間，因為人流量
很多。
吳穎欣（會員）詢問燈柱位是否亦可以增設？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回答技術上較難實現。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表示 S8 現時人流亦有增加，可以考慮在 S8 增設。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回答早前與 CMDO 開會，表示會與外面的機構已簽約租借，會考
慮在約完後租借給學生。

⚫
⚫
⚫
⚫

決議：
贊成：11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盧志強（監事
會監事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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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
生會會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
會長）、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
反對：0 票；
棄權：1 票──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
結論：通過理事會三月份工作報告。
6.

審議並通過監事會對理事會四月份工作報告之意見書。(錄音 48:45-53:40)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簡述意見書。
➢ 在抽查理事會時事問答比賽中，預算與實際支出差較大；第二，活動有收取每人二十
元報名費，但最後報告中並沒有顯示。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回答收入除了 SAO 外，還有外面的資助，所以最後的額外資助
增加了獎金及紀念品中，第二個問題需要作瞭解先。

⚫

決議：
贊成：10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
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蔡俊熙（教
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何瑩（宿生交流
會會長 ）；
反對：0 票；
棄權：2 票──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
結論：通過監事會對理事會四月份工作報告之意見書。
7.

臨時動議
1. 選舉委員會財務預算。(錄音 54:08-1:14:20)
⚫ 吳穎欣（選舉委員會主席）簡述財務預算。
⚫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選舉日工作人員工作報酬，學校現時升至 48/H，可
以調整。
⚫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詢問選委會人員的廣泛代表性、選舉日程。
⚫ 吳穎欣（選舉委員會主席）回應 FBA、FAH、FHS 並未能找到合適的人選，所以
名單中只有四個學院，已經盡量找不同範疇的人士；而日程方面，8 月 28 日前會
在新生入學時進行選舉講解會，9 月 3-17 日接受參選提名，不遲於 13 日前公佈合
資格組別，10 月競選期，包括造勢大會、答問大會及投票日。
⚫ 吳穎欣（選舉委員會主席）表示選舉日工作人員工作報酬會改為 48 元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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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贊成：12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
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
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
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
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
反對：0 票；
棄權：0 票；
結論：通過選舉委員會財務預算。

16:27 吳穎欣（選舉委員會主席）離席
8.
⚫

審議並通過監事會三、四月工作報告。(錄音 1:14:30-1:20:26)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簡述監事會三、四月工作報告。

決議：
贊成：11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
會理事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
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
生會會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
會長）、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
反對：0 票；
棄權：1 票──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
結論：通過監事會三、四月工作報告。
9.
⚫

審批新附屬組織成立：經濟學會。(錄音 1:20:30-1:45:10)
經濟學會籌委會主席簡述經濟學會。
➢
➢
➢
➢

論壇講座：邀請國內外的大學教授開專題講座，預算方面主要是邀請嘉賓的費用；
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校進行交流活動，例如互相到對方學校進行交流；
三方面工作：第一服務本系學生；第二連接澳門高中的橋樑；第三邀請學長姐分享
就業/讀研的分享會；
通過競賽方式宣傳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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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詢問交通住宿方面是？
經濟學會籌委會主席回應主要希望住在澳大。盡量會邀請一些本來就會來港/澳進行演講的
教授可以抽半天時間來澳大開講座，以節省預算。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此可能性是否會比較困難？
經濟學會籌委會主席回答可能會，所以盡量會邀請鄰近的內地/香港教授。

16:53 經濟學會籌委會主席離席。
決議：
贊成：12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
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
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
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
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
反對：0 票；
棄權：0 票；
結論：通過成立新附屬組織：經濟學會。
10. 審批新附屬組織成立：手球學會。(錄音 1:49:20-2:23:00)
⚫
⚫
⚫

⚫
⚫
⚫
⚫
⚫

手球學會籌委會簡述手球學會。
➢ 手球學會以往一直存在，但上年被取消；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補充由於沒有續期而被取消。
手球學會籌委會簡述手球學會。
➢ 年度目的：希望參與下年大學生手球賽；
➢ 平時會進行常規訓練；
➢ 手球興趣班、沙灘手球興趣班，希望新人加入；
➢ 澳門大學與理工學院的交流賽；
➢ 財政預算—教練費用、器材費用、球衣等等；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現時是否可以確保練習場地？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表示體育館的場地已經 FULL 了，所以現時可能只有沙灘排球的
場地可以使用。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詢問教練與導師的區別？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教練是現時在澳大的老師，如其需要請假，則需要請外面的導師。
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詢問會服、球衣是 200 元一套，是屬於個人還是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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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屬於屬會的，會代表去參加比賽。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代表澳大的名義出外比賽只有校隊可以。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詢問興趣班與常規訓練的預計有多少人？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大概十人。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只有十人是否與你們的廣泛推廣有違？是否會有其他措施？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下年會有很多新生，相信最少估計會有十人，但不會只限十人。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物資會考慮放置於何地？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 N8。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表示 N8 的屬會櫃現時並未能存放 30 個球。

⚫
⚫
⚫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詢問成立屬會後，會否考慮成立校隊？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會。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詢問興趣班等會否收費？

⚫
⚫
⚫
⚫
⚫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不會。
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詢問興趣班的周期為？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可能一學期一至兩次。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出外比賽的費用是由校方或由個人負責？
手球學會籌委會回答多為校方。

17:30 手球學會籌委會離席
決議：
贊成：8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
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蔡俊熙（教育學
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
反對：0 票；
棄權：4 票──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潘靜
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何瑩（宿生交流會會
長 ）；
結論：通過成立新附屬組織：手球學會。

17:37 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離席
11. 審批新附屬組織成立：美國供暖、製冷及空調工程師學會澳門分會澳門大學學生支部。
(錄音 2:23:20-2:43:40)

⚫

籌委會簡述美國供暖、製冷及空調工程師學會澳門分會澳門大學學生支部。
➢ 其他學會並沒有本會的專業性認可；
➢ 有利於同學將來考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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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詢問該標準是全球統一的標準？
籌委會回答是。
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詢問歐洲亦跟美國的標準？所以澳門是跟？
籌委會回答山頂及 MGM 都是跟這個標準的。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詢問參加後是否直接跟你們的師父就可以考牌？
籌委會回答跟老師傾過，是可以的。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詢問總會的活動？
籌委會回答包括會議、到賭場內部參觀。

17:48 籌委會人士離席。
第一次決議：
贊成：0 票；
反對：5 票──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蔡俊熙（教育
學院學生會會長 ）、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
棄權：6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
會副會長）、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何瑩（宿生交流會
會長 ）；
結論：進行第二次決議。
⚫
⚫
⚫
⚫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棄權或反對的原因？
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表示他們太被動，主要都由教授去推動。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表示他們好像不太清楚這個會。擔心下屆沒有人接。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出來就業的同學並沒有很多人會選擇此方面。且其分得太
細，與 IET、IEEE、IMACHE 可能都有部分覆蓋。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表示其完全推廣外面的會，其實教授自己都能推廣，並非推廣這
個屬會的發展。

第二次決議：
贊成：0 票；
反對：10 票──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
會監事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賜
義（學術聯會會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思琪
（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
棄權：1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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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否決成立新附屬組織：美國供暖、製冷及空調工程師學會澳門分會澳門大學學生支部。
12. 決議暫停召開大學假期期間之會議。(錄音 2:43:46-2:45:50)
決議：
贊成：10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會監事
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如（人
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
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黃賜義（學術聯會會
長）；
反對：0 票；
棄權：1 票──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
結論：暫停召開大學假期期間之會議。

18:00 何瑩（宿生交流會會長 ）、潘靜雯（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離席。
13. 臨時動議。
2. 對說唱學會所展開紀律委員會之結案報告。(錄音 2:47:15-3:03:15)
⚫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簡述對說唱學會所展開紀律委員會之結案報告。
➢ 主要繞圍其失職的情況：
➢

⚫
⚫

⚫
⚫
⚫

有關門票收入不合理、涉嫌虛假陳述、活動現場出現酒精、有關阻礙監事會執法
等情況都不成立，因為沒有足夠證據證實；
➢ 有關活動當日工作人員安排、吸煙情況等等都成立，且構成失職；
➢ 處分以罷免現任職務及書面警告為主；
➢ 有部分人士除罷免職務外，還不得再擔任本會及附屬組織的職務；
➢ 作出加重處分主要基於：職位、缺席任何一次紀律委員會之聽證會；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詢問第一點指控罪內容成立，但上述存在酒精不成立，所以
應改為部分成立。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回答控罪主要繞圍其嚴重失職，而嚴重失職是基於吸煙及
飲酒，雖然沒有證據明確證明此事，但其前提是失職，而下面的陳述明確指出酒精部
分不成立。如改控罪內容部分成立，意思為其失職部分不成立，但他們的確存在失
職，即使沒有酒精活動亦然，不代表可以反面推翻他們沒有失職。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指控結論的 TITLE 入面可以強調包括什麼。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回答可以在總論下方加。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表示內容有部分不成立，但其失職是成立的，所以未至於在
結論上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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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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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回答上面的內容是基於立案時提及的內容，我不能修改過
去的事，但如果你認為此會造成別人的誤會，可以在後面強調。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應該要強調。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詢問某些人不能再擔任任何職位，可以以什麼方法實際落
實。
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回答可能留意 BRIEFING。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回答視乎主席的交接。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表示處分是基於基礎(失職)及加重(會長等職位及缺席任何
一次紀律委員會之聽證會)。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當時招集並沒有明確表示需要齊人，亦沒有要求。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表示作為被告，理當應重視聽證會。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當時有反映公關部部長未能出席的原因。當時並沒有要
求強制出席，且當時的原告亦沒有作出任何態度。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表示要求理事會的成員出席，因為被告是說唱學會理事
會。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你沒有指出全體。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表示我沒有泛指會長或副會長或隨便一人出席即可。因為
今日的被告為說唱學會理事會，理當理事會所有人都應出席。就以法庭為例，法官亦
不會強制要求出席，但不出席的人需要承擔後果。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但你沒有指明要求全體。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表示要求理事會出席及要求理事會全體出席的分別是？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很大分別。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表示即要求理事會出席就是要求會長一人出席？理事會就
是包括說唱學會的理事會成員的一班人。
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表示
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詢問只有副會長只有書面警告？
吳欣媛（紀律委員會主席）表示其不符合加重。

決議：
贊成：7 票──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盧志強（監事
會監事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蔡俊熙
（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
反對：0 票；
棄權：2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黃賜義（學術聯會會長）；
結論：通過對說唱學會所展開紀律委員會之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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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額外預算—賽艇會。(錄音 3:03:25-)
➢ 購買器材，涉及金額超過 MOP2000。
⚫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表示其已經有四部器材。
⚫ 詢問器材放置位置？
⚫ 表示應該在安排好放置位置後再批給。
決議：
贊成：0 票；
反對：6 票──吳霆鋒（會員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嘉成（理事會理事長）、李鳳如（人文
學院學生會副會長）、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黃
賜義（學術聯會會長）；
棄權：3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張艷玲（體育聯會會
長）；
結論：否決賽艇會之額外預算。
會議結束日期：201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

會議結束時間：18:26

會議主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

會議紀錄：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許美珊（會員大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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