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葉大學學生議會組織施行細則 
98年 12月 28日 大葉（九八）議字第 009 號修定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依據 ) 

  本細則依據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四章第十六條至二十六條制訂之。  

第二條 (定位 ) 

大葉大學學生議會 (以下簡稱學生議會或本會 )，為大葉大學學生自治組

織之最高民意機構，其餘學生自治組織不得牴觸本會之法規及決議。  

第三條 (立法、監督機構 ) 

學生議會為學生自治組織之立法、監督機構。  

第四條 (組成 ) 

學生議會由學生會會員選舉出之學生議員組成，代表學生會會員行使職  

權。  

第五條 (輔導單位 ) 

學生議會之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第二章  議 員 

第六條 (議員選區 ) 

學生議員由各選舉區學生會會員選舉產生。選舉罷免辦法另定之。  

第七條 (議員任期及就職宣誓 ) 

  學生議員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並應宣誓就職。誓詞如下『余  

  謹以至誠，向全體會員宣誓，於必遵守校規及本會章程，盡忠職守，  

  增進會員福祉，無負會員付託。謹誓』  

第八條 (出席會議之義務 ) 

學生議員應於每次開會前親自報到出席會議。因故無法出席者，應在會  

議開會前 36 小時向議會秘書處辦理請假手續，否則視同無故缺席。  

第九條 (議員辭職之程序 ) 

學生議員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秘書處提出，於辭職書送達學生  

議會之日起三天為審查日，若無疑議公告生效，由學生議會送學校備查  

及知會學生會行政中心和評議委員會。  

第十條 (議員之補選 ) 

學生議員缺額達全體總額二分之一時，應辦理補選。但所遺留任期不足  

三個月者，不再補選，補選之議員，以補足遺留任期為限。  

第十一條 (議會顧問之設置 ) 

  由上屆學生議會議長遴選一至五名議員為議會顧問，並留下為新一屆  

  學生議會傳承經驗，亦給新任議員諮詢請益。議會顧問為常設諮詢職  

  務，由卸任議員擔任，無一般新任議員職權，且不得參加新任正副議  

  長選舉。經遴選為議會顧問者，發給議會顧問證書。 

第三章  職 權 

第十二條(議會之職權) 

  學生議會職權如下： 

    一、修改本章程。 

    二、制定及修改有關本會事務之其它法規。 



    三、對會長和議長所提之評議委員人選行使同意權。 

    四、審查、議決行政中心所提之預算案，稽核學生會會費之運用。但不得提增加 

        預算之決議。 

    五、對議長所提之學生議會正副祕書長人選行使同意權。 

    六、行使行政中心會長所提名各部會主管聘任之同意權。 

    七、審議自治規章、預算案及其他重要議案。 

    八、對學生會行政中心有質詢權，對本會其他之失職人員有糾正、彈劾權，對於 

        行政中心之事務有糾正權。 

    九、議決評議委員會所提糾正、彈劾案。 

    十、行使正副議長罷免權。 

    十一、反映及溝通學生意見、主動發掘及受理檢舉本會幹部違紀或不法事件。 

第十三條(同意權之行使辦法) 

  學生議會議員大會，依學生議會組織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行使同意權之辦法，由學生 

  議會訂之。 

第十四條(質詢程序) 

  學生議員依學生議會組織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對學生會會長和各部會主管施政 

  方針及工作報告之質詢程序，由學生議會訂之。 

第十五條(糾正、彈劾提案權之行使辦法) 

  學生議會議員大會，依學生議會組織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行使糾正、彈劾提案權 

  之行使辦法，由學生議會訂之。 

第四章  議長、副議長 

第十六條(正、副議長之設置) 

  學生議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當屆學生議員互相推選之，全體學生議員均為 

  當然候選人。 

第十七條(正、副議長之產生方式) 

  議長、副議長之選舉應於該屆議員宣誓就職後，七天內由上屆學生議會議長召開 

  正、副議長選舉會議，由出席議員以普通、直接、無記名方式選舉產生後，並送學 

  校備查及公告，且知會學生會行政中心。 

第十八條(正、副議長之當選) 

  議長、副議長之選舉，有效票之多數得票者為當選，當投票時最高得票數相同，針 

  對得票數最高者，舉行再次選舉，直至有當選者產生為止。 

第十九條(正、副議長之辭職程序) 

  議長、副議長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秘書處提出，於辭職書提至議員大會報 

  告時，即行生效並公告送學校備查，及知會學生會行政中心和評議會。 

第二十條(正、副議長之罷免程序) 

  議長、副議長之罷免依下列之規定： 

    一、罷免案應載明理由，並有議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向學生議會秘書處提出。 

    二、學生議會秘書處應於收到前項罷免案後三日內將副本轉交被罷免人，被罷免 



        人如有答辯，應於收到副本起四日內將答辯書送交學生議會，逾期者視同棄 

        權。 

    三、罷免案之投票，於罷免案提出之日起七日後，七日內召開臨時會，如遇常會 

        召開，則列入常會之議程，出席議員需達全體議員人數二分之一，由出席議 

        員就罷免票內之「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兩欄，以無記名方式圈定之。  

    四、「同意罷免」票達出席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通過。 

    五、當議長被提罷免案時，由副議長主持罷免投票案，當議長、副議長同時被提 

        罷免案時，由秘書長主持罷免投票案。 

第二十一條(正、副議長選舉罷免投開票監察員) 

  議長、副議長之選舉罷免投票，投票監察員、開票監察員由秘書處擔任之。 

第二十二條(正、副議長選舉罷免投票之結果知會) 

  議長、副議長之選舉罷免結果報告書，由學生議會秘書處編製，送學校備查並知會 

  學生會行政中心和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正、副議長選舉罷免之申訴單位) 

  議長、副議長之選舉罷免申訴、仲裁案，由評議委員會負責辦理。 

第二十四條(正、副議長出缺之繼任與補選) 

一、議長出缺時，由副議長繼任。 

二、副議長出缺時，由議長於下次常會列入議程，補選之。 

三、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應由學生議會秘書長於七日內召開臨時會補選之，

如遇常會召開，則列入常會之議程。 

第二十五條(議長之職權) 

  議長職權如下： 

    一、主持學生議會會議，並得視需要召開議會臨時會。 

    二、提名學生議會正副祕書長人選。 

    三、出列席學校及學生會行政中心之相關會議。 

第二十六條(議長職務之代理) 

  議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議長代行其職權。 

第五章  秘書處 

第二十七條(秘書處之職責) 

  秘書處之職責為承議長之指示，處理有關學生議會事務。 

第二十八條(秘書處之編制) 

  學生議會設秘書處，置正、副秘書長各一人。如有需要，得視情況增設各科，各科 

  應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 

第二十九條(秘書處之職權) 

  學生議會秘書處辦理下列事項： 

    一、 關於議程編擬事項。 

    二、 關於會議記錄事項。 

    三、 關於本會日記事項。 



    四、 關於本會新聞編輯、發布及聯絡事項。 

    五、 關於文書收發、分配、撰擬及印刷事項。 

    六、 關於議案或立法資料蒐集、管理及彙編事項。 

    七、 關於檔案管理事項。 

    八、 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九、 關於出納，庶務交際事項。 

    十、 關於議場安全事項。 

    十一、 關於財產管理及購置事項。 

    十二、 其它與學生議會相關之事項。 

第三十條(秘書處組織規程) 

  學生議會秘書處組織規程，由議會秘書長擬定，經議長核定於大會報告通過後施行。 

第六章  委員會 

第三十一條(常設委員會之設置) 

  學生議會設置常設委員會，其名稱及職權如下： 

    一、法規委員會：負責稽查學生自治法規與學生手冊有無不合時宜或互相牴觸之 

情形，及負責提出與審查欲修改之各級學生自治法規。 

    二、經費查核委員會：負責稽查學生會費之運作。 

 三、社團提案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核、稽查社團之提案。 

    四、紀律委員會：負責監督議員是否有違反相關法規，並做出懲處。 

    五、申訴委員會：負責讓被懲處的議員，提供申訴的管道，以決定是否建請紀律 

委員會重新裁定相關懲處。 

第三十二條(常設委員會之組成) 

  一、前條之委員會委員由議員分任之。 

  二、議員在職總額除以常設委員會數為每會最低員額，每位議員都必須參加二個委 

 員會。 

  三、前條第四、五項，議員僅可擇一參加，不得同時參加。 

  四、於正副議長選舉會議時，由議員填表自願參加，逾期未填表者由議長指定之。 

  五、常設委員會各委員會人數，不得超過全體在職議員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三十三條(委員會正、副主委之產生) 

  各委員會設主委、副主委各一名，由各委員會委員互推之。 

第三十四條(學生權益委員會之設置) 

  議長依該屆議會狀況設立，學生權益委員會負責接受學生個人或團體提案，並代表 

  學生向行政單位申訴溝通及了解是否有學生權益受損卻無任一單位處理之情形，並 

  適時反映和處理。 

第三十五條(學生權益委員會之組成) 

  學生權益委員會共置委員九人，主委由議會顧問或學生議員擔任，其餘委員則由議 

  會顧問和學生議員分任，但議長可視情況決定之，亦可與學生會行政中心共組。 

第三十六條(決議方式) 



  各委員會之議案以可決數之多數決議。 

第三十七條(委員會報告) 

  各委員會應繕具委員會報告，於常會上由各委員會主委發表。 

第三十八條(委員會之調查權) 

  各委員會得依主題，邀請學生會行政中心及社團之相關幹部列席會議並備質詢。 

  各委員會可依相關負責業務，行使調閱學生會行政中心及社團相關資料之權利。 

第三十九條(增設委員會之依據及方式) 

  學生議會得依需要設置各委員會，於必要時由大會決議增設其它委員會。 

第四十條(委員會聽證會、座談會之召開) 

  學生議會所屬各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聽證會、座談會。 

第七章  會 議 

第四十一條(會議之種類) 

  學生議會之會議分為下列四種： 

    一、大會：每學期二次，分為期初議員大會和期末議員大會，議會秘書處應於 

              開會前三天通知。 

    二、常會：每月至少召開兩次，主要是審議自治規章、預算案及其它重要議案， 

              議會秘書處應於開會前三天通知。 

    三、臨時會：一、由學生會會長諮請。 

                二、全體在職議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 

                三、議長視情況召開。 

                四、臨時會應於七日內召開，議會秘書處應於開會前三天通知。 

    四、委員會：各種委員會視該會需求，由主委決定開會時間，副主委應於開會 

                前三天通知每位委員。 

第四十二條(開會人數) 

  必須出席會議總人數，達二分之一以上出席開會，此會議就具有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條(法案成立之額數) 

  除本會規章另有規定外，學生議會之法案應先經由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再送交常 

  會三讀，則以常會應到議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同意後，始得成立。 

第四十四條(糾正、彈劾提案權之行使辦法) 

  糾正、彈劾提案權之行使辦法分為下列兩種： 

    一、學生議會議決評議委員會所提糾正、彈劾案時，全體議員須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議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二、學生議會提出糾正、彈劾案時，全體議員須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議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提案，送評議委員會議決。 

第四十五條(言論保障權) 

  學生議員在議會內所為有關會議之言論及表決，應予保障，但不得有人身攻擊或其 

  它不當之行為。若有上述不當行為者，由議會之紀律委員會議決懲處。 

第四十六條(議會開會之主席) 



  學生議會除各種委員會開會之外，若無其它法條訂定，均以議長擔任主席，若議長 

  因故無法出席時，由副議長代理主席，若前兩者均因故無法出席時，則由秘書長擔 

  任主席。 

第四十七條(提案之審查程序) 

  學生會行政中心所提之議案，應先提經學生議會秘書處審查，並報告常會討論， 

  但必要時得逕付常會討論，學生議員所提出之議案，亦應先提經學生議會秘書處 

  審查。 

第四十八條(特定事項有關人員之列席) 

  學生議會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之必要者，得邀請與該特定事項有關之所屬 

  單位人員列席說明。 

第四十九條(議會決議案之執行) 

  學生議會依職權所為之決議案，學生會行政中心應照案執行，如認為窒礙難行， 

  學生會會長得於收到該決議案十日內送回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 

  以上維持原決議，會長必須接受或提交評議委員會處理。若經由評議委員仲裁後， 

  依然維持原決議，則會長即應接受該項決議或立即辭職。 

第五十條(議場秩序之維持) 

  學生議會會議由主席維持議場秩序，如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妨礙議場秩序之行為者， 

  主席得警告或制止，必要時得禁止其發言，其嚴重影響會議之流程進行者，主席得 

  強制要求該人員離席，並於會後送交紀律委員會懲處。 

第五十一條(請假) 

  一、秘書處於三日前寄發召開大會、常會或臨時會開會通知時，當事人於開會日期 

      時間始前 36 小時需向秘書處完成請假手續。 

  二、若遇有天災人禍等或因私人理由而不可抗拒之因素，當事人可於會後三天內進 

      行補假手續，但此點由議長就該名議員所請假之理由提交下次常會中討論決 

      定。 

  三、若未完成上述條款方式之ㄧ則視同未完成請假。 

  四、上課者除外，但須有課表證明。 

第八章  罰  則 

第五十二條(處分) 

1. 書面警告。 

2. 停職。 

3. 撤職。 

第五十三條(書面警告) 

  由紀律委員會提出針對單一事件書面之告知。 

第五十四條(停職) 

  暫停議員之所有職權，公告並說明原由。 

第五十五條(撤職) 

  撤銷議員一切之職務，公告並說明原由。 



第五十六條(標準、處分) 

1. 請假三次者，書面警告乙次。 

2. 缺席乙次者，書面警告乙次。 

3. 一學年兩次書面警告，自收到第二張書面警告起停職乙月。 

4. 一學年三次書面警告，即刻撤職。 

5. 任期內，因故受小過或提請建議大過之懲處時，應立即停職，待評議委員會

議處。 

6. 嚴重影響會議之流程進行者，經紀律委員會認定確實後，可視情節決定停職

1~2次會議。 

7. 人身攻擊或其它不當之行為者，經紀律委員會認定確實後，可視情節決定停

職 1~2次會議。 

8. 公、喪假及上課者不列入請假次數。 

第五十七條(程序) 

  秘書處統計達罰則摽準，移交紀律委員會確認後並於常會中提出通過後執行。 

第九章    組織施行細則之施行與修改 

第五十八條(修定程序) 

  本細則之修訂程序如下： 

    一、先經學生議會法規委員會提案審查通過。 

    二、交付常會三讀。 

第五十九條(法規委員會之開會程序) 

  須有法規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始得審查通過。 

第六十條(常會增修程序) 

  全體在職學生議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始得增修之。 

第十章  附 則 

第六十一條(議會交接) 

  新任學生議員於每年七月一日宣誓就職。 

第六十二條(議事規則) 

  學生議會議事規則由學生議會另訂之。 

第六十三條(修改與施行程序) 

  本法經由學生議會通過，由學生議會議長公告，自公佈日實施，並送學校備查，修 

  正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