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
                          96年 3月 7日學務會議通過

                                                    96年 9月 12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前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依學生自治之精神，為增進會員福祉之目的，制訂本

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章程依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學生自治團體定名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簡稱「學生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 本會為學生最高自治組織，其他學生自治組織不得抵觸本會之自治規章

及決議。

第  四  條 本會以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健全學生社團活動，促進學生敦品勵學，樹

立優良校風為宗旨。

第  五  條 本會由學生會組成。

第二章  任務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綜理各社團活動。

           二、議決並執行學生自治事務。

           三、代表學生依相關辦法出席校務等相關會議，其辦法另訂之。

           四、對外參與各項校際活動、促進交流；對內籌劃、協調、辦理全校性學生

及師生聯誼活動。

           五、為學生與學校之橋樑，綜合反映同學意見代為溝通與處理。

           六、促進學生福利及有關事宜。

第三章  會員暨權利與義務

第  七  條 凡本校日間部在學同學皆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應享之權利如下：

              一、 選舉權、罷免權、被選舉權，其行使辦法另訂之。

              二、 使用本會各項福利設施之權利，其辦法另訂之。

              三、 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及社團之權利。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本會組織章程。

              二、 遵守本會之決議案。

              三、 維護本會名譽。



              四、 繳納會費。

第  十  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按其情節之輕重予以警告或停止其應享

之權利。

              一、 不遵照本章程或會議決議履行義務者。

              二、 有妨礙本會名譽、信用或活動之行為者。

第 十一 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以出會。

              一、 喪失本校學籍者。

              二、 休學或定期停學者。

              前項出會會員，應即繳還一切公物；並待出會原因消滅後，始得照章

重新入會。

第四章     學生會

第 十二 條 本章程所授與之行政權，均屬於學生會。

第 十三 條 學生會由會長、副會長、各部會組成，依「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

辦法」行之，前項辦法另訂之。

第 十四 條 學生會置會長一名，由全體會員依「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會會長選舉

辦法」行之直接選舉之，其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一次，任期自每年二

月一日至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第 十五 條 會長之職責如下：

              一、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處理本會對外一切事務，對內領導學生會。

              二、 得依相關規定，代表參加本校校務等重大會議。

              三、 列席本會各機關會議，協助其工作之推展。

              四、 督導本會學生會各委員會辦理全校性學生活動。

              五、 全校性學生活動計劃與經費概算之編製。

              六、 代表全體會員向學校反映意見。

              七、 召開並主持學生會內部各種會議。

第 十六 條 會長就職時，應宣誓並發表演說。誓詞如「余謹以至誠，向全體會員宣誓

余必遵守本會組織章程，恪盡職守，增進會員福祉，無負會員所托，謹

誓」。

第五章     學生議會

第 十七 條 本會設學生議會，由學生代表組成，其功能為本會之立法機構。本會成

員由各系推選貳名任之，其職稱為議員。

第 十八 條 學生議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辦法另訂之。

第 十九 條 學生議員不得兼任本會評議委員及行政部門部長級以上之職務。

第 二十 條 學生議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名，由學生議員互選之。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一條 學生議會議長權限如下：

一、 為議會之當然主席，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二、 提名學生議會祕書長人選。



第二十二條 副議長為協助議長處理學生議會各項事宜，議長不克行使其職權時，由

副議長暫代之。

第二十三條 學生議會設秘書處，處理學生議會相關行政事務。置秘書長一名，由議

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第二十四條 學生議會得視需要設立各種委員會，其組織及職責由學生議會另訂法規

規範之。

第二十五條 學生議會權限如下：

一、 制定及修改有關本會事務之其他法規。

二、 對會長所提行政部門之各部部長行使同意權。

三、 對會長所提之評議委員人選行使同意權。

四、 議決行政部門所提之預算案，但不得提增加預算之決議。

五、 對於行政部門有質詢權，對本會各行政部門之失職人員有彈劾權，

對於行政部門之事務有糾正權。

六、 對議長所提之學生議會秘書長人選行使同意權。

七、 稽查會費收支情況。

第二十六條 學生議會會議加開如下：

一、 每次學生代表改選後，由原任議長於二週內召開新任議員會議，選

舉出新任議長、副議長。

二、 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召開期初會議，對於會長所提之行政部門各部

長行使同意權。

三、 學期中每月召開常會一次。

四、 在會長諮請或由學生代表的五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時，議長應於七

日內召開臨時會議。

五、 學生議會召開時，須請課指組組長列席指導。

第二十七條 評議委員會為本會之司法部門。

第二十八條 評議委員會設評議委員五至七名，其人選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

後任命之。任期至其會員資格消失時止，評議委員連續二次缺席評議委

員會會議者，視同自動辭職。

第二十九條 評議委員會設委員長一名，由委員互選之，對外代表本委員會，對內負

責召開委員會。

第 三十 條 評議委員會權限如下：

一、 解釋本會章程及各相關法規。

二、 調解本會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爭議。

第三十一條 評議委員不得兼任本會其他相關職務並且應超出黨派、利益，依據本章

程獨立行使其職權，不受任何干涉。評議委員會之決議與本會法規具同

等效力。

第三十二條 評議委員會之運作程序，由委員會另訂法規，經學生議會通過後施行之。

第六章     經費



第三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列各款：

           一、 會員所繳交之會費。

           二、 學校補助費。

           三、 特別捐款。

           四、 廣告贊助費。

           五、 存款利息。

           六、 前屆移交之款項。

第三十四條 本會各機關分別根據實收經費編列預算及實際收支報表，於學期末結算

有餘額時，應將之併入次學期之經費；如有透支之情形，應補足其差額。

第三十五條 本會各機關應於每學期期末考前二週內將下學期之預算案提交學生議會

審查通過，該學期之決算案於學期結束後十八天內提交審查之。本會預

算暨決算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六條 有關本會各機關之收入、支出等財務狀況，應每月定期公布，前項若有

帳目不明或其他狀況，則按程序可提請學生議會審查之。

第三十七條 本會經費以每學期會員所繳交之會費分配預算科目。

第七章     會議

第三十八條 本會之會議分為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或稱班級幹部座談會)、學生會

工作會報、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及各委員會之會議等。

第三十九條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出席參加。

第 四十 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會長擔任主席，各班推派一名至二名代表參加，其代表

之職責如下：

              一、 代表各班同學反應意見。

              二、 將會議上所公佈事項轉達給各班同學。

第四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兩種，由學生會會長召集之，定

期會議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臨時會於學生會會長認為有必要，由學生

會會長召集。

第四十二條 學生會工作會報，由學生會會長召集學生會各級幹部出席，每月至少舉

行一次，並得邀請相關業務指導老師列席輔導，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四十三條 社團負責人座談會，由各社團負責人出席參加，每學期召開常會二次，

一次於學期中召開之，另一次於學期結束前召開之，由學生會會長召集

並主持之。

第四十四條 各委員會委員會議，以每月舉行一次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該

會由各委員會主席召集並主持之。主席若因故不能出席，應由副主席代

為召集與主持，並邀請課外指導組各委員會承辦師長、學生會會長列席

指導。

第四十五條 各委員會之委員會議職責如下：

              一、 推選主席、副主席。

              二、 協調所屬社團之活動。



              三、 分配全校性活動之籌備工作並交付各委員承辦與執行。

              四、 檢討社團工作成果。

第四十六條 本會各項會議得視情況邀請本校各級行政主管列席指導。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七條 本會其他規章、辦法等與本章程抵觸時無效。

第四十八條 本會其他規章、辦法等與本章程於有無抵觸有疑義時，由評議協調委員

會解釋之。

第四十九條 本章程經學生會議通過，請學生會會長簽署後，報請學校核備，經學生

會會長公佈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