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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共八頁 

第壹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確立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生會之組織、業務職掌、法定地位及為推動會

務順暢運作、維護會員權益及落實學生自治精神，特制定本組織章程。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生會」，英文名稱為 Student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NDHU，以下條文提及時，一律

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之設立，係受全體會員之託付，爭取、維護本會會員之權益，並以充實課外活

動，促進學以致用、加強本系師生間之連繫、增進本系學生間交流、相互砥礪學業

及促進本系學生互助合作之精神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設立於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地址：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 016 鄰

大學路二段 1 號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一館三樓。  

第貳章 會員 

第五條  凡於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士班具正式學籍者，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第六條  本會會員因休學、轉學（系）、受退學處分或其他因素，因而喪失國立東華大學中

國語文學系之正式學籍者，一併喪失為本會會員之資格。  

第七條  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本會會員有遵守本組織章程所有規範及決議之義務。  

（二）本會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三）本會會員有協助本會各項事務之義務。  

第八條  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本會會員有優先參與本會各活動之權利。  

（二）本會會員有被選舉為會長之權利，惟以當年度已繳納會費者為限。  

（三）本會會員有應聘為副會長或幹部之權利，惟以當年度已繳納會費者為限。  

（四）本會會員有選舉會長之權利，惟以當年度已繳納會費者為限。  

（五）本會會員有罷免會長之權利，惟以當年度已繳納會費者為限。  

（六）本會會員有創制、複決之權利，惟以當年度已繳納會費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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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組織 

第九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會長為本會首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本會事務，對本會所

屬單位有指揮、督導之權，並須對本會會員負責。  

第十條  會長有為主席主持本會所有會議及系員大會之義務。   

第十一條  會長於必要時，得代表本會會員出（列）席校（系）方學生權益相關之會議。  

第十二條  本會置副會長一人，襄助會長綜理本會事務，並於會長不克視事時，代行其職權。 

第十三條  會長因故缺位時，由副會長代理其職權至會長任期屆滿為止。而副會長之懸缺，

應自本會幹部中互相選舉產生兼任副會長，以代行副會長之職權。  

前項所謂兼任副會長，其原職務不因代行副會長職權而消滅。  

第十四條  會長、副會長同時因故缺位時，如其任期尚餘三個月以上，逕行補選；倘其任期

餘三個月以內，由本會幹部互相選舉產生代理會長及代理副會長，以行使會長、

副會長之職權至任期屆滿為止。  

若因代理會長之職權，而致其原職務懸缺時，應由該組副組長代理其職。  

屬第一項所謂代理副會長者，其為兼任職，原職務不因代行副會長職權而消滅。 

第十五條  本會下設行政會議，於學期中每週召開一次，由會長主持，召集本會所有幹部與

會，決策並監督本會轄下組織之運作、會務之推動等；必要時，得予本會轄下組

織必要之協助；亦有協調本會轄下組織，共同推行會務之責。  

前項所謂行政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本會顧問、指導老師或各組之特定組員出席或列

席。  

第十六條  如遇重大或突發之事件，或會長認為必要時，會長得於行政會議以外之其他時間，

召集本會所有幹部召開臨時行政會議，以利本會應變重大或突發之事件。  

前項所謂臨時行政會議，得邀請本會顧問、指導老師或各組之特定組員出席或列

席。  

第十七條  本會所有幹部，有參加本會行政會議、臨時行政會議之義務及責任，以利本會會

務之推動。  

第十八條  本會下設七組，其名稱及業務職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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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組：統籌本會各項動態活動相關事宜；有督導本系各系隊正常運作之權

責，須定期召集各系隊代表人舉行會議，掌握各系隊運作狀況，適

時予以協助。  

（二）學藝組：統籌本會各項靜態活動，如講座、座談會或藝文競賽等相關事宜。 

（三）文書組：綜理本會資料之統整、歸檔、整合及本會一切文書公告、告示，並

負責保管本會歷屆文書資料。於本會召開各級會議時，負責會議紀

錄。編輯本會出版品及本系通訊錄等事務。  

（四）公關組：綜理本會對外公關、聯繫事宜，並有代表本會對外發言或發布聲明

稿、新聞稿等稿件之權責。負責本會網站（頁）管理相關事務。本

會會員之申訴、請願、陳情案件等事務。  

（五）總務組：綜理本會固有資產管理、維護、修復及設備及器材添購、受贈等事

務；亦有負場地、器材商借、租用等及本會活動之影像紀錄、彙整

等事務等之責。另本組必要時應接受會長或副會長之指揮，調派組

員支援他組事務。  

（六）美宣組：綜理本會活動通告、海報、文宣品、出版品之版面設計、繪製、印

製等事務。並負責網頁視覺設計、各項動畫、影片製作相關事務。 

（七）財務組：辦理本會預算編列、財務收支、決行、經費核銷等一切本會財務相

關之事務。  

第十九條  本會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會長聘任之，任期與會長同。  

第二十條  本會各組置副組長一人，由組內成員共同推派產生，並經組長提請會長聘任之，

任期與會長同。  

第二十一條  本會各組遇有組長因故不克視事時，由該組副組長代理組長職權。  

第二十二條  本會得依實際需要，由會長敦聘本系之師長為本會顧問或指導老師；如有須

敦聘非本系之師長或社會人士為顧問或指導老師時，應於行政會議或臨時行

政會議提案，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表決通過後始得為之，並應由會長敦聘之。 

第肆章 選舉及罷免 

第二十三條  本會會長之選舉，由本會現任會長、副會長及所有幹部共同策劃，於當學年

度第二學期時，輔導並由當年度學士班一年級之本會會員選舉產生。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長被選舉之資格如下：  

（一）當學年度於學士班一年級在學及已繳納當學年度會費之本會會員。  

（二）未受警告以上之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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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一學期 GPA 在 2.0 以上者。  

第二十五條  本會會長任期一年，不得連選連任。  

第二十六條  本會副會長之產生由會長聘任之，其任期與會長同。  

第二十七條  會長任職後二個月內，不得提案罷免。  

第二十八條  罷免須經本會會員提議，及本會全體會員五分之三以上連署，具提議人、連

署人資料及理由書送交本會成案。  

前項所謂罷免提議，應由本會已繳清當學年度會費之會員為之。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第二十八條所謂之連署，其未逾應達人數者，罷免應宣告不成立。  

第三十條  罷免成案後，應由本會公關組長召集本會幹部數位，籌組罷免審議委員會，

專責罷免相關事宜。  

第三十一條  因本章程第三十條之故，而由公關組長召集之本會幹部及罷免審議委員會運

作時，會長及副會長應行迴避，本會各組業務則因應罷免而暫停運作。  

第三十二條  遇有因罷免之故，致會長無法正常行使其職權時，其職權由公關組長暫時代

行之。  

第三十三條 罷免審議委員會應於罷免成案後兩日內，以書面之形式告知被罷免人；被罷

免人於收受書面告知後，應於五日內具答辯書送交罷免審議委員會。  

第三十四條  罷免審議委員會於收受被罷免人之答辯書後，最遲於隔日，須連同罷免理由

書一併公告之，並應於其後七日內辦理罷免表決。  

前項所謂之表決，得以紙本或任何形式之不記名投票。亦得召開臨時會員大

會以表決之方式進行。如以表決方式進行，被罷免人應於表決進行時迴避。 

第三十五條  罷免之表決，須由本會全體會員五分之三以上出席或投票，及出席或投票人

數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罷免或為相同意思之表示，方為通過，否則罷免均為

否決。  

前項所謂罷免案之出席或投票，應由已繳清當學年度會費之會員為之。  

第三十六條  罷免通過後，會長應於七日內辭去職務；副會長及其他幹部應一併總辭。  

第三十七條  罷免經宣告不成立或否決時，會長應續行其職權，本會各組應恢復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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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對同一被罷免人之罷免經宣告不成立或否決者，其任期內不得再次對其提出

罷免。  

第三十九條  如會長經罷免通過，應自當學年度學士班二年級會員中推舉產生新任會長，

其任期與原會長同。  

第伍章 交接及各級幹部、組員之辭退 

第四十條 本會會長應於任期屆滿後之新學期開學日起七日內與新任會長進行交接儀式。 

第四十一條  交接時，會長應發予其副會長及各級幹部感謝狀。  

第四十二條  交接時，應由會長發予新任會長當選証書，並交接印信。  

第四十三條  本會副會長及其他各級幹部應與會長一同交接，新任會長應發予新任副會長

及各級新任幹部聘書。  

第四十四條  若本會各級幹部或組員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應予以辭退：  

（一）曠廢職責具明確事實者，得經行政會議或臨時行政會議決議，予以辭退。 

（二）受小過處分達兩次以上者。  

（三）於校內、外組織或參與犯罪組織，有明確事實或經判刑確定者。 

（四）有構成犯罪之明確事實，經緩起訴或判刑確定者；經起訴後獲判無罪者

不適用本項規定。 

第陸章 經費 

第四十五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之會費。 

（二）學校、學院或系所補助之經費或個人、機關團體之捐贈。 

（三）活動之收入。 

（四）本會經費存款孳息。 

第四十六條  本會每年會費之徵收金額，依以下分級而定：  

（一）學士班一年級之會員徵收新臺幣一千元。  

（二）學士班二年級之會員徵收新臺幣八百元。  

（三）學士班三年級之會員徵收新臺幣六百元。  

（四）學士班四年級以上之會員徵收新臺幣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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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得依實際需要，對學士班一年級之本會會員徵收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

金額總和。  

本會得依實際需要，對學士班三年級之本會會員徵收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

金額總和。  

第四十七條 本會會員具身心障礙者之資格，其會費之徵收予以減免百分之五十。  

前項所謂身心障礙者，其資格之判定，準用本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五條之規定。  

第四十八條 本會會員具低收入戶之資格者，其會費之徵收予以減免百分之三十。 

第四十九條 本會會員具中低收入戶之資格者，其會費之徵收予以減免百分之十五。 

第五十條  本會會員具本章程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之規定者，應檢附

或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始得享減免之權益，惟同時具本章程第四十七條、第

四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所述之兩種以上資格者，應擇一辦理減免。  

第五十一條  本會每年會費於該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日起徵收，得以現金、匯款、支票、

匯票等多元之方式繳納。  

第五十二條  已繳納會費之會員，如遇有休學、轉學（系）、退學或其他因素，喪失本會會

員資格時，可申請退費，其退費之基準如下：  

（一）會員於第一學期開學日之後，不含寒暑假，未逾該學年上課天數三分之

一而喪失會員資格者，應退還三分之二會費。  

（二）會員於第一學期開學日之後，不含寒暑假，未逾該學年上課天數三分之

二而喪失會員資格者，應退還三分之一會費。  

（三）會員於第一學期開學日之後，不含寒暑假，已逾該學年上課天數三分之

二而喪失會員資格者，其已繳之會費不予退還。  

第五十三條  申請退費時，應由本章程第五十二條所謂喪失會員資格者本人提具申請書，

並檢附或提示相關證明文件，惟送件得由本人或代理人為之。  

前項所謂送件，其方式得以親送或郵寄辦理，經本會財務組收件並檢核相關

資料無誤後，予以退費。  

第五十四條  退回之費用，本會得以現金、匯款、支票、匯票等方式退回，惟須依本章程

第五十二條所謂喪失會員資格者之意見為優先考量。  

第五十五條  遇有本章程第五十四條所謂以匯款、支票、匯票等方式退回時，其收款戶名

及支票、匯票之抬頭應與申請人同，否則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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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有收款戶名或支票、匯票之抬頭與申請人不同時，應檢具或提示相關證

明文件，始得辦理。  

第五十六條  申請退費，應在申請人辦理休學、轉學（系）手續完備，退學處分或其他因

素喪失會員資格之處分收受、知悉起十五日內，向本會提出申請並完成送件，

郵寄辦理者以郵戳為憑。  

第五十七條  雖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三條之規定，惟未按本章程第五十六條之

時效辦理者，不予退費。  

第五十八條  本會之預算以一學期為一期，由財務組編定，經行政會議或臨時行政會議審

議、修訂後，於每學期開學日起十日內，送交經費稽核委員會核定。  

第五十九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組成，應由本會各系級會員中個別遴選三人，共計十二人

任經費稽核委員，任經費稽核委員者，應繳清當學年度之會費。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各級幹部應行迴避。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由所有委員中互相推舉產生主任委員一名。  

第六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每學期開學日起二十日內，核定該期本會所提之預算。 

第六十一條  本會該期動用之經費，不得逾越該期核定之預算。  

第六十二條  為使財務公開透明化，本會須於每月最後一週公布該月收支狀況，以利徵信。 

第柒章 會員大會 

第六十三條  本會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構，由全體會員共同組成。  

第六十四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會，定於開學日起三十日內，或學期終了前

擇日召開。本會宜於會員大會召開前先行公告議程及提案等資料。  

第六十五條  於例行會員大會以外之時間，會長得視實際需要，或於遇有五分之一以上之

會員連署聲請時，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六十六條  會員大會有修訂本會章程、聽取本會行政報告及重要議案議決之職權。  

惟未繳費之會員，並無修訂本會章程及重要議案議決之權利。  

第六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議案，除章程修訂案以外，應有已繳清當學年度會費之會員百分

之五以上連署提案，提具提案說明或理由書，並送交本會文書組彙整，經已



 

第八頁．共八頁 

繳清當學年度會費並有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之五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人數

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或為相同意思之表示，提案始為通過。  

第六十八條  會員大會得依實際情況及需求，於必要時邀請本系師長列席。  

第捌章 附則 

第六十九條  本章程所提及之日期或數字有以上、以下或以內者，均俱連本數計算。  

第七十條  本會其它辦法、規章、施行細則、條例等與本章程之條文牴觸者無效。  

第七十一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或國家相關法規辦理。  

第七十二條  本章程之修訂，應由本會會長、副會長或各組組長五人以上提案，行政會議

或臨時行政會議審議、表決，同意修訂或為相同意思之表示者逾會議出席人

數三分之二時通過提案，呈請會長公布修訂內容及實施日期。   

惟為確保公正，本章程從前項之規定而修訂通過後，須再呈請本系系主任檢

核，復由會長公布修訂內容及實施日期。  

第七十三條  本會其他辦法、規章、施行細則、條例等，其訂定或修訂，準用第七十二條

第一項之規定。  

第七十四條  本章程之修訂，亦得由本會會員之一提案，具明理由，並得本會會員百分之

十共同連署，送交本會行政會議或臨時行政會議彙整，後由會員大會表決，

全體會員五分之三以上出席，同意修訂或為相同意思之表示者逾會議出席人

數三分之二時通過提案，通過後呈請會長公布修訂內容及實施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