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屆系學會議通過施行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會員大會通過施行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2 日 102 學年度第二屆系學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一屆系學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 104 級系學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本會宗旨主要在於藉由舉辦各項活動，凝聚全系師生之向心力、建構培養

同學之都市計畫與景觀知識、外語能力等，同時拓展同學之國際視野。 

 

【第一章 總  則】 

第 １ 條 依據大學法第卅三條之精神，設立「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系學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 ２ 條 本會為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之最高學生自治組織，代表全體同學。 

 

【第二章 會  員】 

第 ３ 條 本系之在學同學均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第 ４ 條 本會員之權利與義務如下： 

    一、會員權利 

         （一）參與各項活動以及使用本會資源。 

      （二）具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了解經費運作狀況。 

         （四）擔任本會相關工作。 

      二、會員義務  

        （一）協助本會事務之推動。 

      （二）遵守本會各項之決議。 

         （三）繳納會費。（詳見都景系財務管理辦法第六條） 

第 ５ 條 本會指導老師為本系系主任，前任會長、副會長、各組組長為當然

之會務顧問。 

 

第 ６ 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執行秘書一人。並設有活動、美



宣、公關、資攝、文書、器材、總務、機動各組；各設組長一名(執掌劃分見附

表)。各可設組員若干名，會長可視情況增減若干組。以下： 

 美宣組設美宣組長一名，下設組員數名。 

 活動組設活動組長一名，下設組員數名。 

 文書組設文書組長一名，下設組員數名。 

 公關組設公關組長一名，下設組員數名。 

 資攝組設資攝組長一名，下設組員數名。 

 器材組設器材組長一名，下設組員數名。 

 機動組設機動組長一名，下設組員數名。 

 總務組設總務長一名、會計長一名。 

 

第 ７ 條  會長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辦理改選，並於

每年下學年度的期末會員(代表)大會進行交接。  

 

第 ８ 條  其餘系學會幹部任期一學年，可連任。  

 

第 ９ 條  本會之主要幹部採內閣制，各組組長由系會長聘選之。 

 

第１０條  本會之主要幹部為：會長、副會長、總務長、會計長、以及各組組

長。  

 

第１１條  會長綜理本會會務，對外代表本系，因故未能執行會務期間，由副

系會長代行職務。 

 

第１２條  正/副會長出缺時，由前任會長或指導老師協助遴選出系學會。 

 

第１３條  學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本會幹部須向其負責。 

 

第１４條  凡有繳納系學會費的會員，均為系學員大會之成員，享有對系學會

運作方案之選舉與被選舉之權利。 

 

第１５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每學期由會長於期初、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進行務

之報告及研討。  

二、若經基本會員四分之一連署時得由系會長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三、會員大會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基本會員出席方具決議案之效

力。 

四、大會決議除有特殊規定外，均採多數表決同意即為有效。 



 

第１６條  各項會議除本組織章程規定之外，均遵行內政部訂定之會議規範之。 

 

第１７條  會員大會進行時，由系會長擔任大會主席。 

 

第１８條  會員大會進行時，如主席系會長缺席，由順位副系會長、執行秘書代

理。 

 

第１９條  選舉會長期間，選舉委員由本會幹部擔任，主席由系主任任之。  

 

第２０條  下學期結束前一個月須舉行系會長改選。 

  

第２１條  本會會長選舉及罷免以一人一票無記名方式進行投票。 

  

第２２條  會長候選人資格： 

     一、熱心為全系同學服務者。 

     二、為本系大學部之基本會員。 

     三、經正式核准登記者。 

 

【第三章 組  織】 

第２３條  本會指導老師由本系系主任擔任，指導暨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 

  

第２４條  本會置會長、副會長各一人，會長得視活動需要委派各相關幹部。 

 

【第四章 會  議】 

第２５條  會員大會運作如下： 

一、每學期期初及期末擇期召開會員大會。 

二、本會幹部應出席報告運作情形並備詢。 

三、審查學期經費使用並通過相關活動企劃。 

四、全體會員均應出席，無法出席者應依規定請假，無故未參加視

為放棄自身權利。 

 



第２６條 幹部會議運作如下 ：會長得視需要隨時召集幹部舉行，研擬規劃各

項活動以及相關問題因應處理，無法出席幹部應依規定請假。無故未參加者，

會長得視情況解除其職務。 

第２７條  本會得視實際情況召開其他相關會議。 

 

【第五章 選舉辦法】 

第２８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依本校相關規定選舉投票產生。 

第２９條 本系同學皆具參選資格，並於公告登記選舉日期內完成登記。 

第３０條 選舉結果採相對多數制，若最高得票數相同時，另就相同票數者重

新投票。 

第３１條 當學年度下學期期末大會舉行同時，辦理會長交接儀式。 

 

【第六章 罷免辦法】 

第３２條  如有下列情況： 

一、嚴重怠惰失職。 

二、嚴重影響本會形象。 

三、受大過處分。 

 

  經過本會超過四分之一會員連署，得提出會長或副會長罷免案。若經三分

之二會員出席，三分之二出席會員表決通過，罷免案即生效。會長職務由副會

長接任至任期結束，或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推舉代理會長。 

 

第３３條  會長、副會長當選日起兩個月內，不得提出罷免案。 

 

【第七章 附  則】 

第３４條 本章程之修訂，由四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提案或幹部會議決議提

案，並於會員大會召開時提出，經二分之一以上成員出席，出席者二分之一以

上表決通過後公告生效。 



附表     系學會幹部執掌劃分  

幹部別 職掌 

會長 1.擬定組織人事及職責分配。  

2.了解本會行政工作並監督各組。  

3.修改各組所提之活動細節。    

4.核准公文、活動及人事調動。  

5.為會員爭取福利。  

6.制定下屆學會產生方式。  

7.活動期間掌握會員動向及活動進度，並宣佈

注意事項。  

8.排解活動期間特殊之突發事件。  

9.活動檢討建言。   

10.籌備各項會議召開。  

11.擬定學期活動項目及進度表。  

12.每次活動後監督總務組之收支清算。  

13.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14.清點本會財產。  

副會長 1.宣傳及執行已通過之公文或活動。  

2.配合並監督各組執行進度。  

3.全程監督活動進行，並機動性調派人力。  

4.回報會長活動籌備進度。  

5.協助會長處理本會相關事務。   

6.填寫各式申請單。  

7.協助採買各活動之所需物品。  

8.會議之主席代理順位一。  

9.每次活動後監督總務組之收支清算。  

10.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11.清點本會財產。  

執行秘書 1.協助會長及副會長運作系學會。  

2.會議之主席代理順位二。  

系會顧問  1.當本會幹部有任何問題時，提供諮詢。  

2.幹部間有爭執時，可找顧問協調。  

3.可作為本會與會員及老師之間的橋樑。  

4.擬寫各式對內、外公文發送。  

5.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6. 清點本會財產。  

活動組  1.擬定活動企劃書。  

2.活動期間之的錯誤提請副會長協調排除。  



3.負責人有權請副會長召開臨時會議。  

4.負責人擬定單元活動及流程計劃單。     

5.適時帶動活動氣氛。  

6. 負責本會體育運動相關事宜。  

7. 負責採買學會硬體設施需做市場調查、填寫

估價單。    

8. 場地佈置及善後：  

 (1)場地恢復。   

  (2)器材清點、歸位或歸還。  

 (3)器材報銷、維修、保養及建檔。  

9. 活動場地了解、宣導安全事宜。  

10.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11.清點本會財產。  

美宣組  1.製作活動宣傳文件、海報、電子系刊。  

2.製作邀請卡。  

3.製作工作證或識別證。  

4.系學會內外美化佈置。  

5.其他有關美宣相關事宜。  

6.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7.清點本會財產。  

文書組  1.活動圖文電腦建檔。  

2.系會公文及文書電腦打字排版。  

3.各項會議記錄。  

4.製作通訊錄。  

5.紀錄或活動建立(備份)電子檔。  

6.各種表格製作並列印。  

7.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8.清點本會財產。  

資攝組  1.紀錄本會活動攝影。  

2.辦理相片加洗相關事宜。  

3. 系網之維持及更新。    

4.電子系刊刊登。  

5. 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6.清點本會財產。  

公關組  1.校內、外來賓接待。  

2.活動來賓聘請、接待。   

3.聯誼事宜。  

4.接洽與他系活動社團合辦相關活動。  



5.負責報名校、內外之活動。  

6.活動承辦時負責協尋贊助廠商。  

7.活動主持及帶動。  

8.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9.清點本會財產。  

總務組  1.總務長 :管控本會之財產及支出。  

2.會計長 :紀錄本會之財產及支出。  

3. 本會財物支出預算之編列與出納資金之紀錄  

4.本會活動經費審核，結算稽核及協助各活動

總務人員報帳及各組之支出費用。  

5. 負責財務收支及發票收據之整理與保存。  

6.建立財務報表體系。  

7.編列財務報表交付總務並於會員大會報告及

本學期末公佈帳目、並接受質詢。  

8.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9. 清點本會所有財產。  

器材組  1.租借場地、及活動所需之器材。 

2.活動現場器材之管控。 

3.活動結束後:   

 (1)場地恢復。     

 (2)器材清點、歸位或歸還。  

 (3)器材報銷、維修、保養及建檔。  

4.運送器材。  

5.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5.清點本會所有財產。  

機動組  1.採買活動所需用具。 

2.在各項活動當天負責擔任機動組 

 (1)醫療 (2)機動 

3.協助運送器材。  

4.適時補上各組所需人力。  

5.召開檢討會及書寫檢討報告。  

6.清點本會所有財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