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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修訂日期 100 年 9 月 13 日 

修訂日期 105 年 11 月 26 日 

修訂日期 106 年 01 月 05 日 

修訂日期 109 年 03 月 06 日 

第一條 護理學系系學會根據本校「學生自治團體及學生社團組織辦法」成 

立之。 

第二條 系學會定名為「馬偕醫學院護理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宗旨 

一、培養本系學生自治能力及民主概念，並增進學生權益。  

二、定期舉辦學術及康樂活動，以豐富會員之生活。  

三、做為學校與會員間之溝通橋樑，並積極爭取會員福利與權益。 

四、促進會員間之聯絡與師生情誼。  

五、提昇護理專業知識，致力研究發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凡馬偕醫學院在學之護理學系學生皆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享有之權利如下: 

一、參與會員大會，並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提案權、表決權及罷免權等。 

二、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活動，享有本會福利，並使用本會設施。  

三、繳交會費者，方能享有會員之福利與權利。 

第六條 本會會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宗旨、章程及會員大會之決議。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七條 幹部組織（請見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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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以畢業之本系學生，即為本會會友。 

第九條 幹部職權如下: 

1.會長 

(1) 統籌、策劃學會年度之業務。 

(2) 統籌學會之會議、會務。 

(3) 對外代表本會。 

(4) 與各大院校聯繫及安排相關學術研討。 

(5) 反應本系學生對校內、外之各項問題。 

(6) 協助各委會之相關事宜及協調維繫之間的互動。 

(7) 接納各委會幹部、老師及同學對學會提出之意見，事實並盡可能得 

調整學會內部作業。 

(8) 擔任幹部訓練之總召。 

(9) 負責護聯會之相關事宜。  

(10)其委員會需由大學部之本會會員擔任。  

(11)總籌大護年會活動及經費管理，定期出席護聯會的會議與並提供學

校動靜態活動給校外。 

(12)擔任護聯會之理事及監事。  

2.副會長 

(1) 協助會長辦理本會之會務。 

(2) 會長若因公無法執行職務時，應由副會長代理。 

(3) 協助文書、總務、活動、宣傳、資訊、學生權益等委員會各項活動 

的推動與進行。 

(4) 擔任學會與學校各問題之協調、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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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劃幹部交接活動之行政事宜。 

(6) 策劃社團評鑑之相關事宜。 

(7) 與活動有關之公假申請。 

(8) 擔任護聯會之監事。 

(9) 負責協助大護年會學術研討之相關事宜。 

3.執行秘書 

(1) 協助會長及副會長執行職務。 

(2) 負責管理各項學會幹部會議之簽到。 

(3) 若會長、副會長兩人均因公無法執行行政職務時，由執行秘書代理。 

(4) 策劃幹部交接之行政事宜。 

(5) 協助各委相關事宜。 

(6) 為本會各項會議紀錄流程之負責人。 

(7) 協助會長、副會長與學校及學會各問題之協調、溝通。 

(8) 負責學會證書製作之相關事宜。 

4.文書委員會 

(1) 負責各活動之錄影(音)、攝影等。 

(2) 負責將各項活動之資料及委員簡介製成記錄本。 

(3) 擔任各會議之紀錄。 

(4) 製作學會負責人之資料。 

(5) 製作各活動之簽到本。 

(6) 協助各委相關事宜。 

(7) 學刊編輯及其攝影稿提供與篩選之部分。 

(8) 負責活動所需之學術徵稿。 

5.活動委員會 

(1) 協助大護年會之體育競賽及晚會活動。 

(2) 協助或承辦各項康輔活動之策劃及執行。 

(3) 負責活動之流程安排與準備，監控活動進行過程。 

(4) 招募各項表演活動之構想和社團贊助。 

(5) 協助各委相關事宜。 

(6) 為加冠典禮之總召。 

(7) 定時與加冠籌備老師及護理行政單位聯繫，並共同籌劃相關事宜。 

(8) 活動主委擔任大護盃之總召。若主委因公無法執行，則由其他委員 

代理。 

6.宣傳委員會 

(1) 分為美工宣傳組及網路宣傳組 

(2) 負責製作學會各項活動所需之卡片、文宣海報及會場佈置。 

(3) 負責系會幹部制服、活動所需服裝的設計。 



4  

(4) 負責系徽設計、徵稿等相關事宜。 

(5) 負責年度護理系科小紀念品之設計。 

(6) 負責系會社辦的美化佈置與設計。 

(7) 負責系會業務活動、系服及與活動相關紀念品所需廠商接洽、協調。 

(8) 與社團、其他系學會、校友會以及它校的聯繫。 

(9) 協助各委相關事宜。 

(10)負責與特約商之聯繫。  

7.總務委員會 

(1) 負責會費之收取及退費。 

(2) 管理系會各項費用出納。 

(3) 負責各項活動所需器材之估價計算。 

(4) 將各委活動之預算審核通過後提報於學生權益委員會所召開之監 

事會議。 

(5) 於每次系會負責人會議及每學期末一個月前公佈系會財務收支清 

單、活動之出清單。 

(6) 訂定及修訂本會財務管理辦法。 

8.器材委員會 

(1)底下包含器材組與採購組。  

A 器材組: 

a. 負責舉辦活動時所需校內器材之租借。 

b. 負責活動場地申請及協助佈置。 

c. 管理學會內各項器材之使用。 

d. 管理學會辦公室整潔。 

e. 協助各委相關事宜。 

f.  負責清點會內財產。 

B 採購組: 

a. 負責系會公用物品之採買與管理。 

b. 管理學會辦公室整潔。 

c. 協助各委相關事宜。 

d. 負責清點會內財產。 

9. 資訊委員會 

(1) 於網頁上公佈本學會、各大院校近期活動之相關資訊並不定期更 

新。 

(2) 負責公用電腦及軟體之維護。 

(3) 每學年更新網頁設計。 

(4) 公佈學會各活動支出明細及近期活動內容之宣傳於網站。 

(5) 公佈學會負責人會議及聯合班會於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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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期管理留言板之資料及活動攝影於網站。 

(7) 製作會內相關影音光碟。 

10.學生權益委員會 

(1) 定期召開監事會議監督本會運作。 

(2) 督導本會之運作，及幹事群與各委員的職責操守。 

(3) 負責審查本會全學年的行事曆及活動確實執行的情形，以及所有經 

費之確實收入與支出情形。 

(4) 輪派兩名監委參與系會例行性會議並檢閱各委運作及開會情形。 

(5) 定時參與學會活動過程並在監事會例行會議上報告及討論。 

(6) 設置意見箱，將同學所提供之意見，在學會例行性會議上報告及討 

論。 

(7) 每學年召開聯合班會一至兩次，作為同學與學會雙向溝通之橋樑。 

(8) 不參與學會的直接活動策劃，但扮演監督角色。 

(9) 制定懲處法規並視需要每學年修訂之。 

第四章 會議 

第十條 會員大會 每學期可視情況召開，每班應至少派一位代表參與會議，

於會中，會長應報 告本會之會務。 

第十一條 幹部例行會議 學期中每週召開一次，會長為總召集人，並得

視情形召開臨時會議或暫停會 議，且於每次會議後，將會議記錄公佈於本

會公佈欄。 

第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長為總召集人，並得視

情形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且於新學期第一次大會中辦理會員代表交接，

並由新任會員代表中選出當屆 會長，且於每次會議後，將會議記錄公佈於

本會公佈欄。 

第十三條 監事會 監事會會議必須將本會送交之結算於一週內審核完畢，

出席人數若未達應出 席人數之 1/2 視為流會，流會後於一週內重新召開會

議。監事會議若延誤而 影響本會 活動進行，則該活動由本會全權處理。 

第五章 經費、補助 

第十四條 本會的財務來源如下 

1. 會員所繳之會費。 

2. 學校或系上之輔助。 

3. 活動之收入。 

4. 廣告商贊助。 

5. 教育部之補助金。  

第十五條 會費之收取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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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費之繳交於每學期開學或完成轉學手續，於新生入學後一個月內完成 

會費繳交。 

二、每年於新生入學時統一收取四年之會員會費為一千五百元，得依通貨膨

脹上下調整一百元。 

三、會費之收入與支出之明細表應由總務主委於學期末一個月前公布至本 

會公佈欄以及相關網頁。 

四、凡退學、休學及轉科系之學生，須於規定時間內(當學期開始後二週內) 

向總務委員會提出退費手續之申請。 

五、退費相關事宜參閱本會之財務管理辦法。 

第十六條 會費之收入與支出 

收支明細表之公布，至少每兩個月由總務主委公開於公佈欄及本會網頁。 

【備註：詳情參閱本會財務管理辦法】 

第十七條 交通費補助 凡本會所有幹部，代表本校至外地開會，

可全額補助，實報實銷。 

【備註：詳情參閱本會財務管理辦法】 

第十八條 大護聯會 

1. 護聯會會費依每屆活動之預算做調整。 

2.本會每年提供會員參與護聯會學術及體育活動之機會，學會負責支出依各 

屆自訂為參賽者及工作人員之補助金額，其餘支出款項應由所有會者平均 

分擔，若參賽者報名後，比賽當日無故未到，將取消其補助。 

第十九條 行政交際費 支付項目範圍包括：電話費、預付卡、電話卡與師

長聯繫費、與他校聯繫費 等，凡為增進本科系之福利，申請撥款之項目由總

務委員評估後憑收據撥放。  

第二十條 各委員擬定之條例 

1.各委員如舉辦活動，須先擬定簽呈、請款單、預算單、活動申請表，經總 

務委員、監視會及會長審查後，向指導老師、教學組長，副主任及主任呈 

報，通過後方可申請經費。 

2. 若單項申請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則需付至少三家廠商之估價單。  

第二十一條 零用金 總務委員之零用金，於各學期開始撥發，以因應各幹

部緊急不備之需由總務 委員評估撥款之，如影印費、委內已申請但不足之

經費、各委員預算外之急 用。 

【備註：本會財務穩定，由會長、總務主委及監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可施行。】 

第六章 選舉、罷免、請辭與出缺 

第二十二條 正、副會長選舉 

一、候選人之資格 

(一)為本會之會員且就讀滿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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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任時能年滿 18 歲並具有擔任幹部之經驗者。 

(三)學期成績均達 70 分以上且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 

二、選舉辦法 

(一)採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  

(二)採高票當選制  

(三)票數相當時，應於一週內另擇日重新選舉。 

3.正、副會長之選舉於應每年 5 月底前完成，由監事會與當任正、副會長 

及執秘協力共同籌備選舉。 

4. 參選之候選人需繳交保證金 200 元，於選舉後一個月內退費。 

5. 若超過選舉報名時間仍未有候選人登記參選，則由下一屆班級之班會中 

自行推舉會長與副會長人選，經系主任核可後任命。 

第二十三條 正、副會長之罷免 

一、會長之罷免需 1/2 以上會員連署，由監事會加開臨時會員大會，經 1/2 

以上會員出席，出席人數 3/4 人通過，得罷免之。 

 二、會長被罷免時，若所剩任期不到 3 個月，由副會長代理至任期結束，

若所剩任期超過 3 個月，則由副會長暫代理，三週內改選並重新組 閣。 

第二十四條 會長、副會長出缺處理辦法  

一、會長因故出缺(含罷免)時，經系學會幹部表決是否由副會長任之。投 

票結果需超過應到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意，則由副會長接任之。副會 

長一職則由系學會幹部推舉任之。若副會長因故無法接任會長出缺一 

職時，將由系學會幹部於三週內辦理正、副會長改選及幹部重組。 

二、副會長出缺時，由系學會幹部推舉任之。 

第二十五條 監事選舉 

一、候選人資格  

   (一)非本會之幹部。  

   (二)依規定繳交會費之會員。 

二、選舉辦法  

(一)由護理系各年級投票推派兩名會員代表為監事。  

(二)採高票當選制。 

第二十六條 監事罷免 

一、由會員大會中非幹部或監事等會員提出罷免，經 2/3 人以上會員出 

席，且出席人數 3/4 人通過，得罷免之。 

二、若兩次無故缺席會議者，由本會通知該班導師及同學以示懲戒，並於會 

員大會中提出罷免。 
三、則該被罷免之監事所屬年級應在一星期內選舉出新任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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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會章程之修改經本會幹部提出修正後，由會長召集會員大會討論說明，經 

與會 2/3 人數同意後，於會後公告之，且於兩周內辦理投票。投票結果須達 

與會人數 2/3 以上同意，始可通過，並提系務會議核備。 

第二十八條 於本會組織章程之下增設監事會組織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