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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常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
日期：2019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時間：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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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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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甄（社
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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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傲然（學術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長）
列席者：梁嘉慧（法學院學生會理事長）、關淑華（會員）、楊思俊（會員）、鄒錦樺（會
員）、張褀玥（會員）、高顯志（會員）、陳遠亮（會員）

一、

會議預備事項。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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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會議紀錄
後將會刪除錄音。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錄音 4:03-5:00)

決議：
贊成：10 票── 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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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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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傲然（學術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
長）
反對：０票；
棄權：１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
結論：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三、

審議並通過四月份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錄音 5:28-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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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贊成：9 票── 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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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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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傲然（學術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長）
反對：０票；
棄權：2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徐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
結論：通過四月份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四、

審議並通過五月份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錄音 10:45-15:16)

決議：
贊成：9 票── 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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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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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傲然（學術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長）
反對：０票；
棄權：2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徐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
結論：通過五月份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五、

審議及通過會員大會主席團及常務委員會五、六、七月份工作報告。(錄音 15:20-23:40)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簡述工作報告。
➢

由於五、六、七月正值考試及暑假，這段期間的工作會比較小；

➢

完成了說唱學會的紀律委員會及盡快成立臨時理事會；

➢

五月份三個附屬組織成立的跟進；

➢

出席活動；

➢

六月中旬要求附屬組織更新內閣名單及章程的收集；

➢

有計劃就屬會每年的續期文件要求上會更嚴厲。主要是年頭收集時，屬會可能只
舉辦一至兩個活動，或參與人數太小等等的情況。由於現時屬會數量較多，當然
不會抗拒新附屬組織的成立，但會重新審查續期文件，希望不存在「僵屍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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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詢問說唱學會的續期是由臨時理事會進行？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回答臨時理事會成立後，由他們招開說唱學會的會員大
會，進行選舉產生說唱學會內閣，而臨時理事會可以由原說唱學會推薦於紀委會主
席，或紀委會主席在現屆學生會中簡選三人擔任臨時理事會。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詢問義務幹事是否有證書？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回答建議由監事會可以出自己的義務幹事證書。

決議：
贊成：10 票── 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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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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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傲然（學術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
長）
反對：０票；
棄權：１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
結論：通過會員大會主席團及常務委員會五、六、七月份工作報告。

六、

審議並通過理事會五、六、七月份工作報告。(錄音 23:45-34:58)
⚫

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簡述工作報告。
➢

由於五六七月屬考試及暑假，所以主要工作在籌備屬會節及迎新；

➢

出席活動、會議，交流合作等等

➢

參與學校內部會議；

決議：
贊成：10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NAZARÉ ALVA
GALANG CABARRABANG（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鳳如（人文學院學生會副會
長）、徐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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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傲然（學術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
長）
反對：０票；
棄權：１票──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

中國氹仔大學大馬路 澳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東 31 座(E31)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E31 (E31)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Macau, Taipa, China

電話 Tel ：(+853) 8822 4599
傳真 Fax：(+853) 8822 2372

電郵 E-mail：info@umsu.org.mo
網址 URL：http://umsu.org.mo/

澳 門 大 學 學 生 會
Associação de Estudantes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Students’ Union
結論：通過理事會五、六、七月份工作報告。

⚫

七、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表示對於 E31 外的天幕，是否能向校方詢問何時開始可以
正式使用。

審議並通過監事會對理事會五、六、七月份工作報告之意見書。(錄音 35:00-37:49)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簡述意見書。
➢

在暑假期，各部分仍然工作，對於負責屬會節及迎新活動的文康部及宣傳設計部
的工作表示肯定；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詢問理事會六月份山東交流團取消舉辦的原因？

⚫

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回答由於四月份已舉行青海的交流團，認為再舉行山東
交流團的參加人員會高度重覆，且六月很多數人已經不在澳門，所以就決定取決，
以免重覆資源。

決議：
贊成：10 票──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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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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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傲然（學術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
長）
反對：０票；
棄權：１票──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
結論：通過監事會對理事會五、六、七月份工作報告之意見書。

八、
●

審議並通過監事會五、六、七月份工作報告。(錄音 37:52-45:30)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簡述工作報告。
➢

主要處理內部工作；

➢

草擬《監事會組織制度》，稍後會在常委中審批；

➢

抽查了四個附屬組織的報告；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抽查的屬會有什麼問題？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回應主要是寫錯財務報告的數額、超出了原本的預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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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是否有途徑可以記錄，方便日後不會再發生？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回應由於抽查時多數活動已經完結，所以只能給予他們建議。未
來會加增與理事會的溝通。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表示監事長可以簡述一下《監事會組織制度》的修改。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表示新增了第二十三條，有關書面譴責的細則及處理的程序，希
望增加阻嚇性。而懲罰方面：對於會員會中止會職、對於屬會會暫時凍結資金。

決議：
贊成：10 票──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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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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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傲然（學術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
長）
反對：０票；
棄權：１票──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
結論：通過監事會五、六、七月份工作報告。

21:30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離席。
21:33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入席。

九、

審批新附屬組織成立：跆拳道學會。(錄音 45:40-1:20:40)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表示大家可以考慮屬會的成立是否對學生有必要？現時的計劃是
否周詳？與現時的屬會是否重疊。

●

籌委會簡述跆拳道學會。
➢

曾參與過跆拳道學會；自身喜歡這個活動且希望能夠重開；

➢

希望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加，邀請老師進行教導；

➢

可以參與澳門跆拳道比賽；

➢

使更多人認識跆拳道；

➢

跆拳道可以分為博擊及品勢訓練班；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訓練班的設備是可以重覆使用的？

●

籌委會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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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表示跆拳道學會曾經存在，但後來被解散。你如何確保成立後現
時學生的需要，或不會重蹈覆轍？

●

籌委會回答認識很多今年學跆拳道的人士，而當年由於當時的負責人並沒有續會，所以才
被解散。

●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詢問入會要求？訓練班時間？

●

籌委會回答會在書院，體育館等地方張貼海報等招攬新人，不論是否有跆拳道經驗，只要
有興趣則可。訓練班會按照導師的時間而定。

●

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詢問訓練班場地？

●

籌委會回答希望最好可以在 N8。

●

盧志強（監事會監事長）詢問比賽費用是由 SU 負責？

●

籌委會回答因為他在屬會有一定性的訓練，其會以澳門大學學生會跆拳道學會的名義出去
參加比賽，如果不支持，則可能需要由學生自己負責。

●

劉梓樂（文娛聯會會長） 詢問參加會員有什麼優惠？

●

籌委會回答參加的費用會較優惠，如出席足夠的情況下，且會退回。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即參加活動需要收費？而收費的所得會用作？

●

籌委會回答會用作會內事務。

●

NAZA（健康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及蔡俊熙（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表示屬會英文名稱
可改用 CLUB，以及簡稱應統一。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詢問體聯會長屬下的屬會活動是否收費？

●

張艷玲（體育聯會會長）表示多數都會。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表示有很多途徑可以申請預算，當預算可以滿足你的開支的時
候，會費就好似變為盈利，以及要交會費同時需要交活動費用，可能會削減會員參加的欲
望。所以這一方面可以多考慮。

22:00 籌委會離席
結論：常委會建議准許進行於下次會議進行補充簡介。

十、
●

確定補選領導機關成員名單。(錄音 1:20:53-1:26:20)
趙傲然簡述參選原因。
➢

曾擔任 FST 財政長、現任 IET 的會長及學術聯會秘書長；

➢

希望瞭解會員大會是做什麼及面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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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思琪（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表示聽聞有意參選下屆學生會，即就職一個月，下個月開
始就停職？

●

趙傲然表示停職月份只有十月。

●

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表示可以給有意參選的人提早瞭解一下會員大會主席團，以及其
有參與附屬組織的經驗。

決議：
贊成：7 票── 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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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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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票──吳欣媛（會員大會主席）、徐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會長）、趙傲然（學術
聯會秘書）、劉梓樂（文娛聯會會長）；
結論：確定補選領導機關成員名單。

●

劉梓樂（文娛聯會會長） 詢問學生閣何時可以投入使用？

●

施亮言（理事會副理事長）回應 CMDO 表示這個學期可以投入使用，但現時所有租借場地
的系統在整頓，所以整頓完後應該就可以使用了，但目前就不開放在學生使用。

●

楊思俊（會員）表示現時雨季，澳大的昆蟲較多，且路燈較小，希望可以反映。

會議結束日期：2019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會議結束時間：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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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氹仔大學大馬路 澳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東 31 座(E31)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E31 (E31)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Macau, Taipa, China

電話 Tel ：(+853) 8822 4599
傳真 Fax：(+853) 8822 2372

電郵 E-mail：info@umsu.org.mo
網址 URL：http://umsu.org.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