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第 41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04 年 12 月 26 日(六)上午 11 時整
二、地點：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梅花廳
三、出席人員：
理事：張雪梅、童中儀、柯志堂、鄭武德、柳金財、劉若蘭、林至善、楊健貴、劉杏元、
王淑芳、莊慶達、王信雄、林賜德、張少熙、王延年、楊瑞蓮、謝登旺、鄭亞薇、
林俞利、洪錦珠、楊益強、顏世慧、魏裕昌、蔡文斌、朱朝煌等 25 位
監事：史濟鍠、黃貴美、何英奇、黃丕陵、溫振源、林詩輝、周漢東、陶長安等 8 位
四、請假人員：
理事：林錦川、梁朝雲、王天楷、劉維群、陳昭雄、楊昌裕、柯慧貞、董旭英、王英洲、
等9位
監事：何進財、黃宏斌、戴麗華等 3 位
五、缺席人員： 無
六、列席人員：淡江大學柯志恩學務長、中華學生事務學會黃世雄秘書長、陳新霖副秘書長、
廖芝萱秘書組組長、李育齊資訊組組長、蕭佩蘭秘書
七、主席：張雪梅理事長
紀錄：蕭佩蘭秘書
八、主席致詞(略)
九、來賓致詞(略)
十、秘書處工作報告 (略)
十一、選舉常務監事：
監票：黃貴美、發票：童中儀、唱票：李育齊、記票：蕭佩蘭
（一）由監事互選常務監事，常務監事當選人：黃貴美監事(8 票)、黃丕陵監事(7 票)、
何英奇監事(4 票)。
（二）由常務監事推選常務監事召集人，當選人：黃貴美監事。
十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謹提本會章程條文修正建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口頭說明。
決議：本會章程條文修正建議案，決議修正通過如下：
決議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學生事務學
會，以下簡稱「本會」。

原條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學生事務學
會。

提案單位：秘書處

備註
修正內容

第二條 本會以強化學生事務研究，促 第二條 本會以強化學生事務研究，促 維持原條文
進學生事務經驗分享，增進學生學習 進學生事務經驗分享，增進學生學習
與發展為宗旨。
與發展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設立在中華民國中央政
府所在地。

第三條 本會設立在中華民國中央政
府所在地。

維持原條文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維持原條文

一、研究並促進各級學校學生事務工
作之發展。

一、研究並促進各級學校學生事務工
作之發展。

二、協助學生事務人員增進專業知
能。

二、協助學生事務人員增進專業知
能。

三、分享工作經驗，聯絡會員感情。 三、分享工作經驗，聯絡會員感情。
第五條 本會會員分為一般會員、團體
會員、榮譽會員及永久會員四種。各
類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一般會員：現任或曾任各級學校
學生事務（訓導）工作之人員；或熱
心學生事務工作並認同本會宗旨者。
二、團體會員：國內教育主管機關立
案之各級學校。團體會員應遴派代表

第五條 本會會員分為一般會員、團體 1.增列永久會
會員及榮譽會員三種。各類會員申請 員類別。
資格如下：
一、一般會員：現任或曾任各級學校
學生事務（訓導）工作之人員；或熱
心學生事務工作並認同本會宗旨者。
二、團體會員：國內教育主管機關立
案之各級學校。

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三、榮譽會員：對學生事務研究與發
三、榮譽會員：對學生事務研究與發 展著有貢獻者。
展著有貢獻，經本會理監事推荐並經
理事會審核通過者。
四、永久會員：一次繳交新台幣一萬
元常年會費之個人會員。
會員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審核通過後，除榮譽會員外，應
依本會章程規定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
費。
第六條 凡有違反本會章程行為者，得 第六條 凡有違反本會章程行為者，得
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
有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分別予以勸
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 告，或取消會員資格。
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七條 本會會員（會員代表）應享權
利如下：
一、發言權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本會所舉辦各種事業之利益。

第七條 本會會員應享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本會所舉辦各種事業之利益。
四、其他公共應享之權利。

1.增列榮譽會
員無本會會員
（會員代表）
應享之權利。

四、其他公共應享之權利。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各具有一權。
但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八條 本會會員應負義務如下：
第八條 本會會員應有下列之義務：
1. 增列會員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未依本章
二、擔任本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職務。 二、擔任本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職務。
程繳納入

三、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未繳納 三、繳納會費。
入會費及常年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

會費及常
年會費

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常年會費者，
視為自動退會。

時，不得享
有會員權
利。
2. 增列連續
二年未繳
納常年會
費者，視為
自動退會。

第九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
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1.依據內政部
範例第十一
條，新增為本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會組織章程第
九條。

第十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
會聲明退會。

1.依據內政部
範例第十二
條，新增為本
會組織章程第
十條。

第十一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

第九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

力機關，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 機關，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
事會代行職務。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會代行職務。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永久會
員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
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
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
重大事項。

1. 原本會組
織章程第
九條修正
為第十一
條。
2. 依據內政
部範例第
十四條，新
增本會會
員之職權。

第十二條 本會理事會置理事二十一 第十條 本會置理事三十五人，候補理 1. 條號順次
人，候補理事七人，由會員（會員代 事十一人，監事十一人，候補監事三
修正。
表）選舉之。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
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一人為理事長。本會置副理事長二
人，其選任方式與理事長同。
理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
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人，由會員大會選舉之。理事互選常
務理事十一人，再由全體理事就常務
理事中，選出一人為理事長，二至三
人為副理事長，並授權由理事長任命
之。理事長任期屆滿後，聘為名譽理
事長。監事互選常務監事三人，再由
常務監事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召集
人。

2. 修正本會
理、候補理
事事、副理
事長人數。

第十三條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
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

參考內政部範
例第十七條，

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
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新增本會組織
章程第十三條
理事長之職
權。

第十四條 本會監事會置監事七人，
候補監事二人，由會員（會員代表）
選舉之。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
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

參考內政部範
例第十九條，
新增本會組織
章程第十四條
監事會選舉方
式。

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
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並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
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五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
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
與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參考內政部範
例第十六條，
新增本會組織
章程第十五條
理事會職權。

第十六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參考內政部範
例第十八條，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新增本會組織
章程第十六條
監事會職權。

第十七條 本會理監事如有下列各款
之一者，應予解職。
一、不得已事故，經會員大會議決，
准其辭職者。
二、曠廢職務，經會員大會議決，令
其退職者。
三、職務上違反法令或有重大不正當

第十一條 本會理監事如有下列各款
之一者，應予解職。
一、不得已事故，經會員大會議決，
准其辭職者。
二、曠廢職務，經會員大會議決，令
其退職者。
三、職務上違反法令或有重大不正當

1.條號順次修
正。

行為，經會員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行為，經會員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第十八條 本會理監事任期為二年，連 第十二條 本會理監事任期為二年，連 1.條號順次修
選得連任之，理事長限連任一次。
選得連任之，理事長限連任一次。
正。
第十九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副秘書 第十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副秘書 1. 條號順次
長一至三人，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 長二至三人，秘書若干人，由理事會
修正。
事會聘請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前 聘請之。
2. 修正副秘
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理事監事擔
書長人數。
任。
3. 新增秘書
處工作人
員迴避條
款。
第二十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 第十四條 本會視會務實際需要，置顧 1. 條號順次
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 問若干人，並參加理監事會，提供會
修正。
並參加理監事會，提供會務諮詢，其 務諮詢。
2. 新增榮譽
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職之職權
及任期。

第二十一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 第十五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其組 1. 條號順次
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 織簡則另訂之。
修正。
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2. 新增小組
及內部作
業組織。

第二十二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 第十六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一次，必要時得經會員四分之一以上 次，必要時得經會員四分之一以上連

1. 條號順次
修正。

連署同意舉行臨時會議。
署同意舉行臨時會議。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

2. 參考內政
部範本第
二十五至
二十七
條，修正會
員大會職
權、決議人
數標準以
及委託代
理的方式。

事項。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
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
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
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三條 本會理事會、監事會至
少每六個月開會一次，常務理事會、
監事會得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
舉行臨時會議。
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

第十七條 本會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 1. 條號順次
月開會一次，常務理事會、監事會得
修正。
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舉行臨時 2. 參考內政
會議。
部範本第
二十八

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
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
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
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條，修正理
監事須出
席理監事
會議的原
則。

第二十四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
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七
日前以書面通知，並將會議種類、時
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1. 新增召開
會員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之通知程
序。

第二十五條 本會經費來源為下列各
款：
一、入會費：一般會員新台幣五百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一千元。
二、常年會費：團體會員大專校院新

第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為下列各款： 1. 條號順次
一、入會費：一般會員新台幣五百元、
修正。
團體會員新台幣一千元。
2. 參考內政
二、常年會費：團體會員大專校院新
部範本第
台幣四千元，團體會員中小學新台幣
三十條，新

台幣四千元，團體會員中小學新台幣 二千元，一般會員新台幣五百元，個
二千元，一般會員新台幣五百元，個 人永久會員，新台幣一萬元。

增本會經
費來源項

人永久會員，新台幣一萬元。
三、補助費。
四、捐款。
五、事業費。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三、補助費。
四、自由捐。
五、基金之孳息。

目。

第二十六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所剩
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
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政
府，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第十九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所剩餘 1. 條號順次
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
修正。
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政
府，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第二十七條 本會各項之辦理，細則另 第二十條 本會各項之辦理，細則另訂 1. 條號順次
訂之。

之。

刪除

第廿一條 本會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 1.本會組織章
提出會員大會決議修正後，陳請主管 程第二十一條
機關備案。
刪除。

第二十八條 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第廿二條 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 過，陳請主管機關核准備案後施行，
時亦同。
修正時亦同。

修正。

1. 條號順次
修正，並修
正文字內
容。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謹提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明：口頭說明(參考會議議程附件四：105 年度工作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謹提本會 105 年度收支預算案，提請討論。
說明：口頭說明(參考會議議程附件五：105 年度收支預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理事長
案由：本會第 41 屆副理事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工作人員任命案，提請同意。
說明：因內政部對會員大會出席人數有疑義，要求本會補提委託出席人數重新報部。因此理監
事、副理事長與工作人員聘書，須待內政部核定後才能印製致送。林錦川請辭副理事長，改聘
柯志堂為副理事長，擬請同意任命。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臨時動議

討論一：黃宏斌監事請辭監事案，提請討論。
決議：由理事長出面慰留。
討論二：梁朝雲常務理事請辭理事暨常務理事案，提請討論。
決議：由理事長出面慰留，若慰留不成則同意受理請辭，並於下次理、監事會議中，通知候補
理事參與會議，並補選一席常務理事。
柒、散會

附件一: 秘書處工作報告
壹、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推舉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 104 年度本會之木鐸獎與服務獎得獎人，提請討論。
決議：104 年推舉劉若蘭理事為本會木鐸獎之得獎人、鄭武德理事為本會服務獎之得獎人。
執行情形：本會推舉之得獎人劉若蘭與鄭武德理事，已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親臨年會領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謹提本會辦理專業知能認證考試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會辦理專業知能認證考試案，秘書處已於 104 年 11 月 28 完成大專校院學務人員
專業認證考試。感謝楊健貴、柯志堂、林至善、劉若蘭理事及張雪梅理事長擔任認證考試委員，
負責筆試命題與閱卷事宜。本次共 25 人參加，23 人通過考試。將於 12 月 28 日於本會網頁公
布通過者名單，並於收到劃撥發證費 NT$300 後，寄送學務專業核心能力認證書。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請確認團體會員代表職務異動時理監事之人選問題，提請討論。
決議：由學會函請中興大學重新指派團體會員代表；另邀請謝登旺、林俞利二位理事加入個人
會員，若兩位理事有意願，則邀請續擔任理事，若無意願則另函元智大學與致理科技大
學再行指派團體會員代表。
執行情形：秘書處已依決議請中興大學重新指派團體會員代表，該校指派團體會員代表為蘇武
昌；另已邀請謝登旺、林俞利二位理事加入個人會員。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謹提本會章程條文修正建議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原則同意修正本會章程第十條內容：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候補理事七人，監事七人，候
補監事二人，由會員大會選舉之。理事互選常務理事七人，再由常務理事互選一人為理事
長。本會置二至三人為副理事長，由理事長就理事中遴選任命之。
二、原建議由教育部四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召集人擔任當然理事之提案，因
考量四區學務中心召集學校與召集人，常有更迭情形發生，將導致理事名單更替而需頻繁
報部，故決定撤案。
三、有關本會章程之全面修訂，授權由理事長另期召集理監事們進行討論，並於下次理監事會
議議決後，再提案送會員大會審議，以求完備。
執行情形：經梁朝雲常務理事提出修正會議紀錄：刪除原則二字改為同意修正本會章程第十條
內容，秘書處依決議已蒐集瞭解相關辦法，並提本次會議提案討論，擬俟會議通過後送 105
年會員大會審議。另提出修正會議記錄之臨時動議，建議補記錄：增列理事考量南北均衡；增
列榮譽職需有任期之修法。如蒙確認修正，將修改上次會議紀錄，並於下次大會選舉理監事時，

鼓勵會員投票中南部熱心會員擔任理監事，及提本次章程第 16 條條文修正建議案供討論參
酌。
意見交流
一、 建議爾後會議援例於上午 11 時報到， 11 時 30 分開始開會。
二、 建議研擬頒發對學會的貢獻獎及其相關細節（獎項內容，項目及頒發時間）。
三、 建議依據本會章程之精神，廣納熱心學生事務工作並認同學會宗旨者加入，而非僅以學
務長為對象，同時以此理念思考本會未來發展方向並修訂相關組織章程。
四、建議學會辦理各項活動前通知理事及監事，以增強理監事對會務的支持與參與。
執行情形：
一、有關會議時間謹遵照辦理，惟本次會議需審慎討論章程修訂，故提早於 11 時開會。
二、有關研擬頒發對學會的貢獻獎及其相關細節（獎項內容，項目、頒發時間及榮譽會員），
擬於本會章程修正通過後，依決議實施。
三、有關依據本會章程之精神，廣納熱心學生事務工作並認同學會宗旨者加入，而非僅以學務
長為對象，同時以此理念思考本會未來發展方向並修訂相關組織章程。擬於明年三月前繼
續邀請高中職及大學校院合適人員，加入本會。
四、有關學會辦理各項活動前通知理事及監事，以增強理監事對會務的支持與參與，擬遵照辦
理。
貳、
工作報告
1. 感謝本會季刊總編輯劉若蘭理事與 104 年主編王淑芳、何英奇、柯志堂理事協助，今年已
經順利出刊 3 期。第 4 期由主編副理事長童中儀負責，現編印中預計於 12 月底出刊，1 月
份寄出。
2. 於 104 年 10 月 29 召開「學生事務與輔導」季刊編輯委員會議，邀請本會理事梁朝雲、劉
杏元、洪錦珠與副理事長童中儀擔任 105 年四期之輪值主編。並擬定 104 年主題如下：54
卷(4)品德教育，55 卷(1)住宿學習，55 卷(2)新生定向，55 卷(3)導師工作。並於 11 月提
出「學生事務與輔導」專刊計畫書向教育部學特司請求繼續補助 105 年四期本會季刊 60
萬元。
3. 為促使教育相關人員重視學生事務，張雪梅理事長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中華民國教育學術
團體聯合年會，提供大會聲明有關建言，內容詳如附件二（P.5 至 P.7）。聲明稿於教育部
長頒獎時宣讀。
4. 擬於 105 年 3 月 12 日（週六）召開第四次理監事會，通過 104 年度決算，以符合內政部需
於 3 月底前報部規定。
5. 擬於 105 年 5 月 13 日（週五）召開會員大會，通過章程修訂，以適用 106 年本會第 42 屆
理監事選舉。並通過本會 103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等相關書表後，報部備查。
6. 為辦理專業分享與團體諮詢活動，本次邀請淡江大學學務長與理監事討論交流高等教育與
學生事務工作環境改善問題；另將邀請理事王淑芳總務長於下次理監事會時，分享總務與
學務工作的協同合作以發揮境教功能。
7. 獲得學特司司長口頭同意繼續補助經費與台師大，以助台師大公領系與本會於明年 7 月舉
辦大學校院學務人員專業成長班。

8. 監事黃宏斌請辭監事，擬請協助慰留。
9.因本會檢送第 4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紀錄暨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經內政部函復
略以：…本會所選出監事 11 人，惟所報紀錄所載出席監事僅 4 名未過半數（應指本會第 41
屆常務監事選舉），請本會查明或重新召開會議辦理選舉。

附件二：104 年度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大會聲明

附件三: 本會章程修正建議案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章程修正建議（草案）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內政部範例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學
生事務學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本會以強化學生事
務研究，促進學生事務經驗
分享，增進學生學習與發展
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設立在中華民
國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究並促進各級學校學
生事務工作之發展。

第一條 本會定名
為中華學生事務
學會。
第二條 本會以強
化學生事務研
究，促進學生事務
經驗分享，增進學
生學習與發展為
宗旨。
第三條 本會設立
在中華民國中央
政府所在地。

第四條 本會之
任務如下：
一、研究並促進

二、協助學生事務人員增進
專業知能。

各級學校學生事
務工作之發展。

三、分享工作經驗，聯絡會
員感情。

二、協助學生事
務人員增進專業
知能。

說明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以下 修正內容
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 維持原案
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為宗
旨。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
織區域。

維持原案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
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
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
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維持原案
一、○○○。
二、……………。
三、……………。
…………………。

三、分享工作經
驗，聯絡會員感
情。
第 六 條 本 會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內 政 是否
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 新增？
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五條 本會會員分為一般
會員、團體會員、榮譽會員
及永久會員四種。各類會員
申請資格如下：

第五條 本會會

員分為一般會
員、團體會員及
榮譽會員三種。
一、一般會員：現任或曾任 各類會員申請資
各級學校學生事務（訓導） 格如下：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種： 修正內容
一、○○○。
二、……………。
…………………。
註：一、本條明定團體之會員類別及
名稱、積極資格條件及入會程序。

工作之人員；或熱心學生事 一、一般會員：
務工作並認同本會宗旨者。 現任或曾任各級

二、會員類別及名稱、積極資格條件
及入會程序應與團體業務性質相稱。

學校學生事務
（訓導）工作之
人員；或熱心學
生事務工作並認
同本會宗旨者。

三、會員依團體性質擇用適當之類別
名稱，例如個人會員（或正式會員、
普通會員、基本會員）、團體會員、
預備會員（或準會員）、永久會員、
贊助會員、榮譽會員（或名譽會員）
、
學生會員等。
四、會員設團體會員者，應載明推
（選）派代表○人，以行使權利。設
分級組織者，下級團體應為上級團體
之團體會員。
五、會員（會員代表）之積極資格條

二、團體會員：國內教育主
管機關立案之各級學校。團
體會員應遴派代表一人，以
行使會員權利。
三、榮譽會員：對學生事務
研究與發展著有貢獻，經本
會理事會推荐通過者。
四、永久會員：一次繳交新
台幣一萬元常年會費之個
人會員。
會員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
請書，經理事會審核通過
後，除榮譽會員外，應依本
會章程規定繳納入會費及
常年會費。

二、團體會員：
國內教育主管機
關立案之各級學
校。
三、榮譽會員：
對學生事務研究
與發展著有貢獻
者。

件，如年齡、學經歷、性別、宗教信
仰（宗教團體）、姓氏（如宗親會）
等，可視情況酌定。
六、會員（會員代表）之年齡，除預
備會員（或準會員）、贊助會員、榮
譽會員（或名譽會員）、學生會員及
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以年滿二十歲者
為限。
七、本條舉例如下：
本會會員分下列二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
年滿二十歲、具有○○○資格者，填
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
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
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人，以行使
會員權利。
第六條 凡有違反本會章程 第六條 凡有違反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 修正內容
行為者，得經理事會決議， 本會章程行為
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
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 者，得有理事會提 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
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 請會員大會分別 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
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予以勸告，或取消 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會員資格。
第七條 本會會員（會員代 第七條 本會會員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 修正內容
應享權利如下： 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
表）應享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及表決 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一、發言權及表決權。

權。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本會所舉辦各種事業之 二、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
利益。
三、本會所舉辦各
四、其他公共應享之權利。
種事業之利益。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各具 四、其他公共應享
有一權。但榮譽會員無前項 之權利。
權利。
第八條 本會會員
第八條 本會會員應負義
應有下列之義
務如下：
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一、遵守本會章程
案。
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所舉辦各項活 二、擔任本會所舉
動之職務。
辦各項活動之職
三、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
務。
費。未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 三、繳納會費。

註：一、本條明定會員（會員代表）
之權利。
二、本條權利限於正式之會員，團體
如設「準會員」
、
「預備會員」
、
「贊助
會員」
、
「榮譽會員」
、
「名譽會員」
、
「學
生會員」或其他類似名稱或性質相同
之會員應另外明定其權利與義務。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 修正內容
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註：為利組織運作，得訂定特別條款
如「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
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
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
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
有正當理由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
會費。」。

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
連續二年未繳納常年會費
者，視為自動退會。
第 十 一 條 會 員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是否
者，為出會：
新增？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九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
最高權力機關，在會員大會
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
務。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
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
費、永久會員會費、事業費
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
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

第九條 本會以
會員大會為最高
權力機關，在會
員大會閉會期
間，由理事會代
行職務。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
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 修正內容
權力機構。會員（會員代表）人數
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
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
○年，其各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
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註：會員代表任期應配合理監事任期
訂之。
第十四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
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

之除名處分。

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
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
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
會定之。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
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
人，候補理事七人，監事七
人，候補監事二人，由會員
大會選舉之。常務理事七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
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
為理事長。本會置二至三人
為副理事長，其選任方式與
理事長同。監事互選常務監
事二人，再由常務監事互選
一人為常務監事召集人。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
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
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理事三十五人，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人、監事○ 修正內容
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

候補理事十一
人，監事十一
人，候補監事三
人，由會員大會
選舉之。理事互
選常務理事十一
人，再由全體理
事就常務理事
中，選出一人為
理事長，二至三

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
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
時選出候補理事○人，候補監事○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
序遞補之。
註：一、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得不
設置。
二、理事名額不得超過三十五人，
監事名額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三分之
一，候補者不得超過正選者之三分

人為副理事長，
並授權由理事長
任命之。理事長
任期屆滿後，聘
為名譽理事長。
監事互選常務監
事三人，再由常
務監事互選一人
為常務監事召集
人。

之一。為免會議人數不足流會及兼
顧會議之代表性，建議理事名額至
少十五人，監事名額至少五人。（理
事監事應定額並為奇數）。
三、本條得增列「理事會得提出下屆
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四、理事、監事如有採用通訊選舉之
必要者，應增列「理事、監事得採用
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
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後行之」。

第十條 本會置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
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
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
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
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出時，應於一
個月內補選之。
註：一、理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
互選常務理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
總額之三分之一，其不置常務理事
者，理事長由理事互選之。
二、本條得規定置副理事長○人，其
選任方式與理事長同。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
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
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
之資格。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
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
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
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
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
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
一個月內補選之。
註：一、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
互選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監事
總額之三分之一。
二、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時，於「由
監事互選之」之後，增列「常務監事
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第二項
改為「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
務時，應指定常務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監事互
推一人代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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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
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
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
告及預算與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二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
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
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
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三條 本會理監事如有

第十一條 本會

第二十一條

下列各款之一者，應予解
職。

理監事如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應
予解職。

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
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
者。

一、不得已事故，經會員大
會議決，准其辭職者。
二、曠廢職務，經會員大會
議決，令其退職者。
三、職務上違反法令或有重
大不正當行為，經會員大會
議決，令其退職者。

一、不得已事
故，經會員大會
議決，准其辭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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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 變更條次

二、曠廢職務，
經會員大會議
決，令其退職
者。
三、職務上違反
法令或有重大不
正當行為，經會
員大會議決，令
其退職者。

第十四條 本會理監事任期

第十二條 本會

為二年，連選得連任之，理
事長限連任一次。

理監事任期為二
年，連選得連任
之，理事長限連
任一次。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
變更條次
職，任期○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
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之
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
起計算。
註：一、理事、監事之任期明定為一
年、二年、三年或四年（為避免改選
頻繁，影響正常業務推展，任期建議
至少二年以上）。
二、理事長之任期與理監事之任期相
同。

第十五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 第十三條 本會
人，副秘書長若干人，工作 置秘書長一人，
人員若干人，由理事會聘請 副秘書長二至三
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前 人，秘書若干
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 人，由理事會聘
理事監事擔任。
請之。

第十六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

第十四條 本會

聘請榮譽理事長一人、榮譽
理事、顧問若干人，並參加
理監事會，提供會務諮詢，
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
同。

視會務實際需
要，置顧問若干
人，並參加理監
事會，提供會務
諮詢。

第十七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 第十五條 本會
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 得設各種委員
組織，其組織簡則另訂之。 會，其組織簡則
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 變更條次
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 修正內容
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
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
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
變更條次
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若 修正內容
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
同。

第 二 十 三 條 本 會 得 設 各 種 委 員 變更條次
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 修正內容
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
更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會會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變更條次
員大會每年舉行
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 修正內容
一次，必要時得經 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
會員四分之一以
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上連署同意舉行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 臨時會議。
之。
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
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
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
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
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
二以上同意行之。
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二、會員之除名。
召開之。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第十八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
年舉行一次，必要時得經會
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同意
舉行臨時會議。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
關之重大事項。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
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
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
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
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
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
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

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十九條 本會理事會、監
事會至少每六個月開會一
次，常務理事會、監事會得
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
舉行臨時會議。
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
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
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
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十七條 本會理
事會、監事會每六
個月開會一次，常
務理事會、監事會
得每月舉行一
次，必要時均得舉
行臨時會議。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
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
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
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
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
職。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
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
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
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
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每○個月召開 變更條次
一次，監事會每○個月召開一次，必 修正內容
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
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
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註：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舉
行會議一次，故會議間隔得列一個
月、二個月、三個月、四個月、五個
月或六個月。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
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
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
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
視同辭職。

第二十條 本會應於召開
會員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
理事會、監事會七日前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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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並將會議種類、時
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
機關備查。
第廿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為
下列各款：
一、入會費：一般會員新台

第十八條 本會
經費來源為下列
各款：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變更條次
一、入會費：新台幣○元，於會員入 修正內容
會時繳納。

幣五百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一千元。

一、入會費：一
般會員新台幣五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元。
三、事業費。

二、常年會費：團體會員大
專校院新台幣四千元，團體
會員中小學新台幣二千
元，一般會員新台幣五百
元，個人永久會員，新台幣
一萬元。

百元、團體會員
新台幣一千元。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註：一、入會費常年會費繳納標準及
方式應於章程明定之。
二、會員類別有二種以上者，得分類
明定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三、設分級組織者，下級團體繳納上
級團體之會費視為團體會員會費。
四、「會員捐款」不得列為「自由捐
款」，最好會員類別配合訂定有「贊
助會員」。

三、補助費。
四、自由捐。
五、事業費。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二、常年會費：
團體會員大專校
院新台幣四千
元，團體會員中
小學新台幣二千
元，一般會員新
台幣五百元，個
人永久會員，新
台幣一萬元。
三、補助費。
四、自由捐。
五、基金之孳
息。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 是否
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 新增？
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
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
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
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
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
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
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
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
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
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
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
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
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
機關）。
第廿二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
時，所剩餘財產應依法處
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

第十九條 本會
解散或撤銷時，
所剩餘財產應依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 變更條次
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
政府，或地方自治團體所

法處理，不得以
任何方式歸屬個

有。

人或私人企業所
有，應歸屬政
府，或地方自治
團體所有。

第廿三條 本會各項之辦
理，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條 本會
各項之辦理，細
則另訂之。
第廿一條 本會
章程如有未盡事
宜，得提出會員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 變更條次
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 刪除條文
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
施行，變更時亦同。

大會決議修正
後，陳請主管機
關備案。
第廿四條 本會章程經會員
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
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廿二條 本會
章程經會員大會
通過，陳請主管
機關核准備案後
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年○月 變更條次
○日第○屆第○次會員大會通過。報 修正內容
經內政部○年○月○日台（ ）內
社字第○○○號函准予備查。
註：本條載明通過章程之會員大會、
日期、屆次及內政部核備之日期、文
號。

附件四: 105 年度工作計畫

項目
（一）
會議

一
、
會
務

（二）
會籍管理
（三）
財務

（四）
其他

二
、
業
務

（一）
辦理學生
事務相關
活動

（二）
刊物編纂
（三）
其他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表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1.會員大會
1.於 5 月召開
2.理監事及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2.於 3 月及 10 月召開
3.出席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3.依主辦單位通知
4.其他臨時會議
4.視需要而定
1.徵募會員並重整會員資料
於會員大會召開前一
2.編印會員通訊錄
次理事會完成
1.財物及帳冊之處理與保管
每年 1 月份
2.稅務資料申報
1.擴大招募會員並定期催繳會費
1.於 3 月起擴大招募
2.尋求相關單位經費補助或基金捐款
會員並催繳會費
3.會員服務
2.向學特司申請補助
4.推薦優秀會員接受全國教育學術團體年會 106 年季刊經費
表揚木鐸獎及服務獎
3.向師大學務處申請
補助年會暨學務工作
研討會經費
4.於 3 月理監事聯席
會中推選木鐸獎及服
務獎人選，以便於 9
月報主辦單位。
1.邀請專家學者舉辦研討會
1.於 5/13 日（週五）
2.提升學務人員專業知能
舉辦「學生生活輔導研
3.辦理學生事務專題論文獎助活動
討會」
4.與各級學校、機關、團體聯合舉辦各項相 2.與台師大公領系合
關活動
作於 7 月舉辦初階學
務人員專業成長班
3.於 10 月舉辦專業知
能認證考試
4.與中華學生社團教
育學會合辦全國大專
校院課外活動（指導）
組同仁工作研習
1.每三個月出刊一期
於 3 月、6 月、9 月、
2.接受教育部學特司補助，寄送各大專校院
12 月出版
與所有高中職每校一本
於本會網頁及粉絲
公共關係及網頁經營等其他活動
頁，不定期發佈學務有
關資訊

主辦單位
本會秘書處

本會秘書處
本會秘書處

本會秘書處

本會秘書處

月刊編輯委
員
本會秘書處

附件五: 105 年度收支預算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科

款
１

目

項

目

科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目

預

算

增

比
加

較
減

說

明

少

本會收入

會費

260,000

300,000

季刊補助

600,000

600,000

研討會

50,000

0

●

認證考試
報名費

15,000

0

●

925,000

900,000

刊物製作
費與寄送

560,000

560,000

稿費與審

200,000

200,000

會議餐費

55,000

60,000

研討會

60,000

40,000

●

認證考試

20,000

0

●

業務費

30,000

40,000

925,000

900,000

0

0

●

費

２

數

去年預估 75 所
團體會員，但實
際僅 65 所。
向學特司申請
補助
辦理研討會採
報名費或對外
申請經費
新增認證考試
收入

本會支出
4 期*140,000
元（每期 850 份
計）
4 期*50,000 元

查費

３

本期結餘

●

●

減少理監事聯
席會議次數
增加辦理研討
會次數
支應認證考試
行政費用
減少郵資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