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大學學生議會組織章程
104 年 4 月 16 日學生會籌備委員會訂定通過
104 年 9 月 8 日學生議會第一次常會議定通過
105 年 2 月 25 日學生議會第一次常會修正通過
105 年 11 月 14 日學生議會第四次常會修正通過
107 年 2 月 23 日學生議會第一次常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第
第
第二章
第

總則
一 條
二 條
議員
三 條

本章程依據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學生議會（以下簡稱本會）行使學生會組織章程所賦予之職權。
本會議員由全體會員選舉代表組成，代表會員行使職權。

第

四

條

本會議員之選舉以學系為選區，任期一年（以學年計算），連選
得連任。惟學生議會之議員代表不得兼任學生會、系學會以及
社團之幹部，議員應於就任前向前單位請辭或是自動請辭議員
一職。

第
第

五
六

條
條

以學系為選舉區，各選舉區應選名額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
正、副議長、執行秘書及各主委選舉辦法如下：
一、正、副議長：新任議員須參加學生議會所舉辦之研習活動
後，由現任議長擔任主席，協助選舉出正、副議長。
二、執行秘書：於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由現任議長遴選，經
議會同意任命之；其中秘書長一名由議長提名，學生議會
同意後任命之，處理學生議會行政事務。
三、依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六條規定，學生議會應設秘
書處、紀律委員會、預算暨審計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學
生權益委員會。
四、前款各委員會之人數由議長協調之，其人數必為奇數；各
委員會議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委員會開會由召集人擔任
主席，當人數不足時，議員得兼任其他委員會。但不得兼
任委員會召集人。

第三章 職權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本會職權如下：
一、 修改本章程及訂定本會其他規章。
二、 聽取、質詢學生行政中心常會之報告。
三、 議決各單位所提之法案、預算案。
四、 有同意權、否決權、調閱權、聽證權、監察權、彈劾權、
糾正權、糾舉權、命令之審查權。
五、 議決活動經費之補助、分配、異動。
六、 其他議案之提出、議決。
七、 本校學生會學生議會職權行使法之職權。
學生議會各項會議開會時，會議主席對於本身有利害關係之事
件，應行迴避；學生議員對於本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不得參

與表決。
第

九

條

依據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九條規定，學生議會之會議分
為下列四種:
一、 常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
二、 臨時會:由會長諮請議長召開、議長召開亦得由全體議員五
分之一連署或經各委員會決議提請議長召開，由議長於七
日內召開。
三、 預備會議:選舉議長、副議長、分配委員會並選舉各委員會
召集委員。
四、 各委員會會議:應有四名議員以上（含四名議員）出席，使
得召開。

五、 開會時間已至，不足開會額數者，得宣布延長之，延長二
次仍不足額時，會議主席應宣告延會，或改開談話會。
第四章 請假、出缺席
第

十

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五章 表決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依據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學生議會置議長、
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選舉產生，選舉方式以聯席為單
位，連選得連一任，議長不克行使職權或出缺時，由副議長代
行職權。
學生議會以大會為最高決議機關，大會以議長為主席。議長因
故不能出席時，以副議長為主席。議長、副議長皆因故不能出
席時，由出席學生議員互選一人為主席。
依據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規定，學生議會須全體議員
過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須出席議員之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始得為決議。
議員因故無法出席者，應在會議開始前二日向學生議會秘書處
或各委員會之召集人辦理請假手續，否則視同無故缺席。
議員當學期出席率不足三分之二或無故缺席達三次者，由秘書
處簽報議長，並知會紀律委員會處議，七日內召集並做出報
告，請大會決定之。
議員經大會決議之除名者，不得受領學生議員證書。
學生議員如因轉任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學生行政中心各部首
長以及學生評議會委員等職，跨學院轉系或轉學至他校、畢
業、開除學籍或退學者，自動喪失議員資格。
學生議會對於法律案之審議表決，須達到出席議員之二分之一
表決通過，始得生效。
學生議會對於預算案之審議表決，須達到出席議員之二分之一
表決通過，始得生效。
學生議會對於其他提案之審議表決，須達到出席議員之二分之
一表決通過，始得生效。

第六章 辭職、罷免
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學生議員非因第十六條之原因辭職，應以大會提案辭職，並書
面闡明辭職理由、相關證明文件等。
議長、副議長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秘書處提出，於辭
職書提至大會報告時，辭職案即行生效。
議長、副議長被罷免、彈劾、死亡、辭職或因故不能視事而無
法繼續擔任議長、副議長之，辦法另訂之，會議主席由各議員
互推之。
議長、副議長之罷免案，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罷免案之提出應載明理由，並有全體議員三分之一以上簽
署，向學生議會秘書處提出。
二、學生議會秘書處應於收到罷免案後五日內將副本交給被罷
免人，被罷免人如有答辯，應於收到副本五日內將答辯書
送交學生議會秘書處，逾期視同放棄權利。

第二十四條

三、罷免案之投票，於罷免案提出之日起二週內召開臨時會，
如遇常會，則列入常會議程，由全體議員二分之一出席，
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罷免案通過後立即生效，被
罷免人立即解除職務。若被罷免人向學生評議會提出罷免
申訴，則應至裁決判定後，再予以截除職務或重新投票。
議員之罷免案，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罷免案之提出應載明理由，由該選舉區全體學生十分之一
以上簽署，向學生議會秘書處提出。
二、學生議會秘書處應於收到罷免案後五日內將副本交給被罷
免人，被罷免人如有答辯，應於收到副本五日內將答辯書
送交學生議會秘書處，逾期視同放棄權利。
三、罷免案之投票，由該選舉區於罷免案提出之日起二週內辦
理；其罷免門檻為超過當屆議員之得票數，同意罷免人數
多於不同意罷免人數則罷免案通過。
四、同一罷免案在其任內不得再提出。

第七章 秘書處
第二十五條

秘書處之執掌如下:
一、關於開會通知事宜。
二、關於會議記錄事宜。
三、關於文書收發、編纂及印刷事宜。
四、關於檔案建立及管理事宜。
五、關於印信典守事宜。
六、關於出納、庶務事宜。
七、每月最後一週秘書處附屬之財務處須要求學生基金會於下
月十日前提供當月月報表。
八、關於學生議會之預算編列事宜。

九、關於大會公報編輯及發行事宜。
十、關於學生議會新聞編輯及發布事宜。
十一、排定議案之議程，以供會議進行參考。
十二、要求各系所於大一各班推派一名學生進入秘書處擔任實
習秘書，以了解秘書處之運作及學生議會之運作，辦法另
訂之。
第二十六條
秘書處之組織規程，由秘書長擬定，經議長核定，送交大會審
議。
第八章 紀律委員會
第二十七條
學生議會設置紀律委員會，掌理學生議員之懲戒事項。
第二十八條
置委員會召集人一名及其委員若干人。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互
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

推並決議通過。
本委員會職權如下：
監督學生議會議員之開會發言適當度、會議出席率。
監督學生議會議員之辦法如下：
一、 每次學生議會召開會議時，應排兩名委員監督議員發言適
當度。
二、 當議員發言過當時，應向主席提權宜問題，請主席要求議
員修正。
三、 每次會議結束時需主動與秘書索取該次會議簽到單副本以
供備查。

第三十一條
監督項目及其重視項目另訂之。
第九章 預算暨審計委員會
第三十二條
學生議會設置預算暨審計委員會，掌理本會各單位預算之審
議。
第三十三條
設置委員會召集人一名及其委員若干人。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
互推並決議通過。
第三十四條
本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平日作業如下：
(一) 於每日收取活動相關表單以進行審核作業。
(二) 收到金錢異動時，須依補助辦法為依據審察規定金
額，如有無法判定之項目，須提交至大會審查。
(三) 上述各項作業需要於常會中報告。
(四) 如為異動提案則調出相關資料進行審查。
(五) 如有無法判定之項目，須提交至大會審察。
二、下學期總預算作業：
(一) 收取下學期總預算表，需確認繳交單位是否已繳交電
子檔及手寫表。
(二) 本委員會負責彙整並初步審核，繳交單位是否具備申
請資格。

第十章 監察委員會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九條

學生議會設置監察委員會，監督學生行政中心執行之狀況並於
常會中報告。
監督學生行政中心之行政作業、活動成效。
置委員會召集人一名及其委員。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互推並決
議通過。
本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監督學生行政中心活動成效（如：事前動宣、活動成效
等）。
二、監督學生會各部會運作，並評估成效。
監督學生會行政中心之辦法如下：
一、委員需排班出席學生行政中心之例行會議及其活動。
二、統計每月社團活動，依每週活動數量隨機抽取百分之五十
以上到場監督活動成效。

三、學生行政中心主辦及系會主辦之活動都需到場監督。
四、上述各項作業需要於常會中報告。
第四十條
監督項目及其重視項目另訂之。
第十一章
學生權益委員會
第四十一條
學生議會設置學生權益委員會，掌理有關本會成員之學生
權益事務。
第四十二條
置委員會召集人一名及其委員。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互推並決
第四十三條

第十二章
附則
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九條

議通過。
本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委員需排班陪同或代理議長出席學校召開之各項會議。
二、每學年至少發放二次全校抽樣調查問卷，了解同學對於學
生會活動、學生議會與當時校園議題的看法與意見。
三、委員須主動關心學校事務，並於常會報告。
學生議會得經大會決議，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
除紀律委員會以外，各委員會得召開數個委員會之聯席會議審
查相關議案。
聯席會議，由主辦之委員會召集委員先行徵詢各委員之意見
後，再行召開。
學生議會之各委員會，除另有規定外，由學生議員自由登記參
加，每個議員應至少參加一個委員會，任期一年。
學生議會於寒暑假期間，依照各委員會之法定職權，由各委員
會代理大會行使職權。各委員會之決議，經由委員會全體委員
同意後，得先行生效大會時備查之。但法律案之審查不適用本
條之規定。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議員四分之一以上之提案，全體學生議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通過後公布生
效，並報學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本章程負責單位：學生議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