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屆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聯合會
下學期期初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2016 年 04 月 30 日 星期六

會議時間：13 點 00分

會議地點：中原大學-商學院一樓 商學講堂

會議記錄：蘇霈真

一、

會議流程
Flow Chart

Content

12:30~13:00(30)

會員報到

13:00

會議開始

13:00~13:05(5)

主席致詞

13:05~13:15(10)

貴賓暨總召致詞

13:15~13:30(15)

企聯會務

13:30~13:45(15)

大企盃結案報告

13:45~14:00(15)

北企盃進度報告

14:00~14:40(40)

各項活動招標

14:40~15:40(60)

交流茶會

15:40~16:20(40)

第 25 屆區代選舉

16:20~17:20(60)

第 25 屆會長選舉

17:20~17:30(10)

24th 企聯營宣傳

17:30~17:40(10)

工商服務時間

17:40~17:50(10)

臨時動議

17:50~

散會

※鑒於改善開會效率，調整會議流程順序如表所示

二、

主席致詞：

郭秉立 會長

三、

貴賓暨總召致詞：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陳依函總召

四、

企聯會務：

1. 企聯小叮嚀
企聯會每屆共計 5 場會議及 1 場企聯營：
上學期：期初會議、期末會議
下學期：期初會議、期中會議、期末會議、企聯營
以上會員學校至多能兩次未出席，若達三次未出席會議者，
則取消當屆會員資格，且下屆須以新會員名義重新入會。

2. 簽到、簽退
3. 出缺席紀錄
一次未出席：

二次未出席：

三次未出席：

4. 會費結餘：219,005 元整
5. 企聯小資訊：
請上各大搜尋引擎打上關鍵字<企聯會-NFBA>就可以找到
我們囉！
五、

大企盃結案報告－雲科企管

 活動資訊
1. 活動日期：105/03/12(六)-13(日)
2. 活動地點：雲林國中、鎮南國小、長安壘球場、雲科
大體育館、縣立體育館

 隊伍資訊
1. 各球類隊伍數量
男籃：58 隊
女籃：32 隊
男排：37 隊
女排：37 隊
2. 各球類冠軍
男籃：政大企管
女籃：中原企管
男排：中興企管
女排：東吳企管

羽球：24 隊
壘球：16 隊
桌球：12 隊

羽球：輔大企管
壘球：靜宜企管
桌球：中興企管

 詳細名次資訊，請至大企盃官方網站查詢。

 經費結算

 詳細資料待經費完整結轉，另行公布在官方網站。

 檢討事項
若場地時間允許，可在盃賽第一天提早於當天第一場賽程
開始前 2-3 小時進行場佈。

 禁賽事項
無。

六、

北企盃進度報告－中央企管

 賽程資訊
第一天
中央大學：男籃、男排、羽球、桌球、壘球
中原大學：女籃、女排
第二天
中央大學：所有賽事

 保證金規則
1. 本屆北企盃保證金以各項目報名隊伍數為單位，每隊
伍收取新台幣 2000 元整；個人競賽項目，每人收取新
台幣 200 元整。
2. 扣款狀況
(1) 活動報名：補件截止日 04/29(五)後至比賽當天
05/14(六)如欲棄賽之隊伍將扣除全額保證金及報
名費用。
(2) 棄權：任何隊伍若有棄權之情形或足以構成棄權
之條件，視為損害其他隊伍之參權益，扣除全額
保證金。
(3) 球員資格：任一隊伍在報名、登錄或上場時，有
球員資格不符大會規定者，因嚴重損害其他隊伍
權益及本次比賽的公正性，經大會裁定後，立即
判定該隊棄權，主辦單位並將扣除該隊伍全額保
證金。
(4) 未遵守大會秩序
(5) 資格不符選手
(6) 違反運動員精神
(7) 破壞場地設施
 保證金之退還將於各校系之隊伍全數比賽結束後於 105 年
06 月 10 日前以匯款方式退還予各校系，退還時，請各校
代表確認，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財務長張凱程。
 一切競賽規則依照當天秩序冊之規定及裁判裁決為準。

七、

各項活動招標

1. 第 25 屆上學期期初會議招標
針對「第 25 屆企聯會上學期期初會議時間」一案，請討
論。
方案一：2016/09/24(六)
方案二：2016/10/01(六)
有效票數：31 票
有效票數：31 票
贊成票數：18 票
贊成票數：12 票
廢票：1 票
決議：第 25 屆企聯會上學期期初會議時間為 09/24(六)

針對「第 25 屆企聯會上學期期初會議地點」一案，請討
論。
亞洲經管
有效票數：34 票
贊成票數：27 票
反對票數：1 票
廢票：6 票
決議：第 25 屆企聯會上學期期初會議地點為亞洲大學。

2. 第 25 屆大企盃招標
因第 25 屆大企盃尚未有會眾有意招標，因此移至第 24 屆
企聯會下學期期末會議舉行。

3. 第 25 屆北企盃招標
針對「第 25 屆 北企盃」一案，請討論。
東吳企管
有效票數：13 票
贊成票數：13 票
反對票數：0 票
廢票：0 票
決議：第 25 屆北企盃由東吳企管承辦。

4. 第 25 屆中企盃招標
因第 25 屆中企盃尚未有會眾有意招標，因此移至第 24 屆
企聯會下學期期末會議舉行。

5. 第 25 屆南企盃招標
針對「第 25 屆 南企盃」一案，請討論。
屏科企管
有效票數：8 票
贊成票數：8 票
反對票數：0 票
廢票：0 票
決議：第 25 屆南企盃由屏科企管承辦。

八、

交流茶會

九、

第 25 屆區代選舉

1. 第 25 屆區代選舉 北區區代
(1) 政見發表

德明企管 葉泳妤：
各位會眾大家好，我是德明企管系的副會長，我是葉
泳妤，大家可以叫我廣仲，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
希望北區的各位可以北區一條心，北區大家感情都可
以很好，謝謝。
(2) 針對「第 25 屆區代選舉－北區區代」一案，請討論。
學校：德明企管
姓名：葉泳妤
有效票數：14 票
贊成票數：12 票
反對票數：0 票
廢票：2 票
恭喜由德明企管 葉泳妤當選第 25 屆企聯會北區區代。

2. 第 25 屆區代選舉 南區區代
(1) 政見發表
義守企管 蔡念妤：
各位會眾大家好，我是第 24 屆義守企管的葉念妤，希
望南區的會眾都可以支持我，謝謝。
(2) 針對「第 25 屆區代選舉－南區區代」一案，請討論。
學校：義守企管
姓名：蔡念妤
有效票數：8 票
贊成票數：8 票
反對票數：0 票
廢票：0 票
恭喜由義守企管 蔡念妤當選第 25 屆企聯會南區區代。

十、

第 25 屆會長選舉

1. 政見發表
德明企管 黃柏竣
各位會眾大家好，我是德明科大的公關長黃柏竣，我希望
大家能夠支持我，尤其是北區的會眾們，謝謝大家。

2. Ｑ＆Ａ
(1) 長榮企管提問：
請問你擔任這次的會長，想為企聯會帶來什麼改變？
能否舉例說明？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改變的話，每次來到企聯大家都保持在會議嚴肅的狀
態，感覺各區學校似乎都沒有了解彼此，希望未來大

家出席會議是能夠和樂融融，建立彼此的向心力，而
非只是為了系會出席會議。例如定期舉辦茶敘、分區
交流、建立各區專屬活動，像是聯合企管之夜。
(2) 第 23 屆會長賴柏翰提問：
在未來幹部開會時，幹部各分布在北中南，該如何克
服問題？如果會議舉辦在北區，該如何解決南區會眾
出席較少的問題？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現在有許多的通訊軟體，像是 line 或 skype 都能避免
掉這問題，也相對它能夠減少頻繁的會議次數。開會
地點這部分，會請各區區代鼓勵會眾招標自身學校作
為會議地點來降低會眾缺席的問題。
(3) 逢甲企管提問：
北、中、南三區區代跟會眾之間要是有意見不合該如
何解決？那關於三區之間交流較少，有沒有什麼具體
的方案可以解決？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意見不合的話，主要還是以會眾投票表決的方式處
理。關於三區交流少的問題就如同剛剛所提及的，感
覺會眾是為了系會來出席會議，並非為了企聯會而
來，因此會請三區定期舉辦大型餐會邀請大家參與，
而不單單只是開會。
(4) 北商國商提問：
關於與企聯會幹部之間的相處模式，會採取什麼樣的
方式去相處？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幹部相處主要還是以公歸公、私歸私，開會還是該保
有應有的樣子，但還是希望能保持和樂融融，不要總
是嚴肅，本身比較不喜歡那樣。
(5) 第 23 屆會長賴柏翰提問：
企聯會一直以來都有主題性的演講，那你未來是否有
想要帶來什麼樣的主題演講給會眾？關於你剛剛提到
要帶給會眾歡樂的交流，除了交流之外，在你任內裡
還希望為企聯帶來哪些東西？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我們學校自己本身有許多講師以及外聘教師為學會的
幹部上過課，主要還是會以領導這方向為主，畢竟在
座都是各系會的幹部們。除了交流以外還希望帶來什

麼，目前只想到這部分，之後有想到其他的會再跟大
家做討論。
(6) 第 23 屆會長賴柏翰提問：
企聯會一直是個廣大的交流平台，關於交流這部分，
是否有想要做資料的整合？舉例像是廠商資訊或是活
動經驗交流等。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這會請各區區代蒐集整合各區資料，以及詢問會眾們
想要的資訊來開會時共同做討論。
(7) 第 23 屆會長賴柏翰提問：
前陣子系會的狄卡風波，如果衍伸至企聯會收費相關
問題，舉凡帳務不公開等相關問題，該如何解決？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關於企聯帳務這部分的資訊，我認為給的有點少，希
望往後能夠在期初或是期末會議時，撥一段時間來請
財務報告當學期所有收支相關的財務報表，公開財務
資訊，這是所需要改進的。
(8) 會眾提問：
能否請你整合上述做個總結，當作你這次擔任候選人
的政見？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首先，以後北、中、南區會眾不要只為了開會而開
會，希望大家來這不只是嚴肅；第二點是財務部分，
希望能夠在期末會議時，請財務透明公開化的報告財
務狀況，像自己每次來開會所看到的財物都只有結餘
這部分，確實感到納悶，希望未來能夠改善。
(9) 第 24 屆南區區代鍾艾偉提問：
請問你想出來選會長的動機是什麼？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傳承，企聯會是屬於一個企管人的精神，大家會為了
自己所想要的努力爭取，希望能夠將這份精神延續下
去。
(10)
第 24 屆賽務長鍾承蓉提問：
現在辦活動的困難度提升許多，參與度也相對提高，
一個活動辦得再好，沒有人參加也是枉然，是否有什
麼想法來解決這問題？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希望透過各區區代來了解各區會眾的需求，了解他們

所想要的是什麼，並給予他們所需要的，相信如此將
能夠大大提升活動參與率。
(11)
第 24 屆北區區代林榆華提問：
如果之後在會議及盃賽招標時，面臨沒有會眾願意招
標的狀況，將會採取什麼措施？又會如何去說服會眾
進行招標？將如何從旁輔佐各區區代？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會議及盃賽攸關自身權益，倘若真的沒有會眾願意招
標，將會以自己的校系來籌辦。說服會眾這部分，還
是要請各區區代來做連結，可能給予實質上的資料蒐
集來做輔佐，希望與幹部間不要有隔閡，能夠相輔相
成、互相幫助。
(12)
第 24 屆賽務長鍾承蓉提問：
以上相關問題的解決措施都是尋求區代，如此一來區
代可能認為會長都推給區代解決，那會長所為將是？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主要是以讓他們統整資料為主，想讓他們知道所需要
的事必定得蒐集資料，而區代的最大功用就是將每校
串聯在一起，為會眾著想與服務，而不要是為了做事
而做事。
(13)
第 23 屆會長賴柏翰提問：
請問有沒有實際的方式能夠宣傳企聯會來吸引非會眾
加入企聯會？現在區代也都有私下再跟非會眾做溝
通，目前成效是如此，有沒有另外的措施能夠採取？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可能是以私下的方式做詢問，或是舉辦像企聯營等類
似活動，並邀請非會眾來參加，讓他們更加了解企聯
會是什麼與存在的意義。
(14)
亞洲國企提問：
那如果遇到幹部不做事時，你所謂的承擔是要如何做
承擔？你是將一個人承擔所有的職務嗎？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當然還是要與幹部開會做討論，了解他們的需求，不
可能無緣無故不做事，一定會有原因，有原因就必須
溝通作解決，讓幹部之間有向心力在，才能帶著企聯
會共同成長。
(15)
第 24 屆南區區代鍾艾偉提問：
你將如何挑選你之後的幹部？他們可能需要具備什麼

樣的條件？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主要還是以經驗為主，在座的各位都身兼不同職位，
會依各位本身的意願為優先，再依個人狀況做評估。
(16)
第 24 屆南區區代鍾艾偉提問：
雖然感覺你講話的台風還不錯，但回答的內容與大家
會回答的都為相似，似乎較沒有獨特性也相對沒來的
那麼豐富？之後擔任會長就是一年，如遇到實習、打
工等阻力必須同時兼顧，該如何去做取捨與分配？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因為前面許多問題之前都還尚未思考到，無法給予太
多回應，之後如果想到能夠再與大家共同做討論。而
我本身目前大二，還遇不到實習及專題這問題，至於
時間分配，現在可能也還無法馬上回答你。
(17)
第 24 屆資訊長劉凱云提問：
以上說了那麼多你的政見與感想，還有未來所希望帶
給企聯，那現在能否請你就用一句話來說明你想當會
長的決心？
會長候選人－黃柏竣回答：
一句話，很簡單，我要讓所有人知道企聯會的存在，
並且讓所有人因企聯會而引以為傲。
3. 針對「第 25 屆會長選舉」一案，請討論。
學校：德明企管
姓名：黃柏竣
有效票數：32 票
贊成票數：6 票
反對票數：16 票
廢票：10 票
感謝德明企管 黃柏竣踴躍參選第 25 屆企聯會會長。
4. 第 25 屆會長選舉移至第 24 屆下學期期末會議進行補選。

十一、 24th 企聯營宣傳－星企崛醒
 活動時間：2016/6/28(二)-6/30(四)，共計 3 天 2 夜
 活動地點：長榮大學(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活動費用：
1.
2.
3.
4.

學員：會眾每人新台幣 2,500 元/非會眾每人新台幣 3,000 元整。
早鳥優惠：於 5 月 29 日前報名並匯款，活動當天退還 200 元整。
區會眾福利：分北、中、南三區，該區達 30 人，贈紀念品一份。
五人成行好康：同校揪五人團體報名，再享每人折 100 元優惠。

 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5 年 06 月 06 日(星期一)

 聯絡資訊：總召 郭秉立 0972-892-018
行政 蘇霈真 0919-000-255
 匯款資訊：戶名：鍾艾偉
銀行：高雄建工郵局(郵局代號 700)
帳號：00415350542065
聯絡電話：0952-559-329
 每個世代都有傳奇…
每趟旅程都有第一步…
每項冒險都有首部曲…
夢想離現在還有差距…
就讓我們一起勇敢追夢…
共同締造傳奇的精彩回憶…
第 24 屆企聯營星企崛醒，非企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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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工商服務時間
◆雲林科技大學－全國大學生制服日
◆台灣企劃塾－青年活動企劃師
◆錠嵂保險經紀人－泰藍特夏令營

十三、 臨時動議
1. 第 25 屆區代選舉 中區區代
(1) 政見發表
大葉企管 張綺紋：
各位會眾大家好，我是大葉企管系的張綺紋，想要參
選中區區代，現任的中區區代本身也是我們學校的學
長，所以他能做到的，相信我也可以做得到，最後，
中區一條心，謝謝。
(2) 針對「第 25 屆區代選舉－中區區代」一案，請討論。
學校：大葉企管
姓名：張綺紋
有效票數：12 票
贊成票數：10 票
反對票數：0 票
廢票：2 票
恭喜由大葉企管 張綺紋當選第 25 屆企聯會中區區代。

十四、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