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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餐旅管理學系學生會組織章程 

民國 99 年 12 月 22 日系員大會通過修訂 

民國 99 年 04 月 14 日系員大會通過修訂 

民國 98 年 03 月 26 日系員大會通過修訂 

民國 90 年 10 月 03 日系員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明道大學餐旅管理學系學生會 (以下簡稱「本會」) ，成立於中華

民國九十年十月三日。 

第二條  本會正式名稱全名為「明道大學餐旅管理學系學生會」，簡稱「餐

旅系學會」。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本系系辦公室。 

 

第二章 宗旨 

  第一條 為服務本系師生，建立本系獨特風格。 

第二條 建立師長、同學、系學會溝通管理；提昇本系聲譽、樹立優良系風、     

弘提校譽為最高目標。 

第三條 推動本系事務和各活動參與及協助。 

 

第三章 會員 

  第一條 本校餐旅系之學生均為當然會員，享有應有權力及負起義務責任。 

第二條 會員之權益： 

第一款 會員有出席系員大會之權力。 

第二款 會員享有優先參與本系舉辦任何活動之權力。 

第三款 會員於系員大會有選舉、被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 

第四款 會員有提名或連署幹部人選之權力。 

第三條 會員之義務： 

第一款 應支持並協助推廣系上各項活動事務之義務。 

第二款 遵守章程規定、系員大會及幹部公開討論後之各項決議案。 

第三款 繳交規定之會費。 

第四款 應以餐旅系為榮，盡力為本系爭光。 

第四條 當會員於轉學、轉系、畢業、休學或退學任一情事發生，便視為自    

動退會，放棄會員之資格與權益，繳交之系會費不予退還。 

 

第四章 本會組織 

  第一條 本會組織採內閣制，設有會長、副會長與執行秘書各一人，任期乙

年，自每年六月上旬起至翌年五月下旬止 (若遇到週休假日則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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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不得連選連任。並設有活動部、執秘部與財務部，再劃分下

企劃組、器材組、體育組、文宣組、公關組、會計組、出納組與採

購組，各組得設組長一至兩位(由會長、副會長提名擔任，任期與

會長相同) ，組員數位，凡本會之會員均有參選擔任之資格。 

第二條 組織圖與職責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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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 會長 

1. 代表本系對外聯繫，對內處理系務。 

2. 主持系上會議召開。 

3. 協調及負責各組之工作執掌。 

4. 為本系執行大會決議之事項。 

第二款 副會長 

1. 協助會長辦理各項活動及系上事務。 

2. 負責執行及監督各組之工作執掌。 

3. 給予各組適時的協助及統籌。 

4. 會長不克執行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理之。 

5. 會長出缺時，由副會長擔任，至屆滿為止。 

  第三款 執行秘書 

1. 簽呈撰寫與組織章程修改。 

2. 輔助各組組長處理一般行政事務。 

3. 辦理會長交付，改選會長選舉事宜。 

4. 負責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5. 負責各會議、演講之記錄與彙整。 

6. 負責不屬於本系各組之其他事務。 

7. 各組之資料管理及建檔。 

8. 各類公文之謄寫與傳送。 

9. 與企劃組長負責本會刊物編輯及稿件收送。 

10.監督公關組長與文宣組長之工作事項。 

   第四款 活動組長 

1. 負責各活動之策劃與執行。 

2. 協助各活動所需器具之租借與製作。 

3. 協助各項活動之場地佈置。 

4.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5. 與企劃組討論活動方案內容。 

6. 統整活動組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將其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執

行祕書。 

7. 監督企劃組,體育組與器材組之工作事項。 

第五款  財務組長 

1. 編製各項活動之財務預算。 

2. 結算年度財務報表。 

3.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4. 活動前告知並控管活動預算。 

5. 負責提出每學期之預算案、下一學期預算分配、結算案。 

6. 統整財務組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將其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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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祕書。 

7. 監督會計組,出納組與採購組之工作事項。 

第六款 採購組長 

1. 授權後負責採購系上活動及實習所需之物品、材料、器具(中餐、

西餐、烘焙)。 

2. 清點驗收貨物並核對訂貨單。 

3.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4. 採購結束後將訂貨單繳交於會計組長並詳細告知採購內容。 

5.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財務組長。 

第七款 會計組長 

1. 活動結束後二十個工作天內公佈本次活動之財務報表。 

2. 每兩個月結算並公佈各項目之實習材料之費用。 

3. 負責製作收支明細表，各項活動支出結算表及處理各項經費之動

向明細。 

4.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5. 保存本會各項財政紀錄。 

6.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財務組長。 

第八款  出納組長 

1. 負責系會費收支及申請事宜。 

2. 負責製作收支明細表，各項活動支出結算表及處理各項經費之動      

向明細。 

3. 各項活動支出,需交由會計組長核對之後,再向出納組長請款。 

4.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5. 提款單由會計組長填寫蓋章後,交由出納組長至郵局領錢。 

6.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財務組長。 

第九款 企劃組長 

1. 負責各項活動企劃之撰寫。 

2. 與活動組長商討活動內容。 

3. 協助各活動策劃與執行。 

4. 協助各活動所需器具之租借與製作。 

5.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6. 與執行祕書負責本會刊物編輯及稿件收送。 

7.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活動組長。 

第十款 器材組長 

1. 負責保管及清點系上所有財產( ex:器具…)及公共器材管理與

維護。 

2. 負責各活動所需器具之租借與製作、協助場地佈置。 

3.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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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活動組長。 

第十一款  體育組長 

1. 負責體育活動的相關事項。 

2. 編制體育競賽賽程。 

3.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4.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活動組長。 

第十二款 公關組長 

1. 負責接洽各項活動之交通、場地、特殊器材之租借事宜。 

2. 負責與贊助廠商或活動所需之廠商洽談。 

3. 活動前兩週通知師長並寄發邀請函，特殊或大型活動則提前為五

週，活動後兩週內寄發感謝函給參加之師長及贊助廠商。 

4. 協助各組辦理校內、校外活動宣傳事宜。 

5.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6. 負責系際、校際之各項聯誼或連絡，並統整成資料。 

7. 特殊活動則需負責學生保險部分。 

8. 負責編撰、修改及更新系會網頁。 

9.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執行祕書。 

第十三款 文宣組長 

（一）活動文宣組長 

1. 負責製作各活動海報及張貼各類公文資料、並撰寫宣傳稿。 

2. 負責邀請函、感謝函等宣傳品之製作。 

3. 負責於各項活動之場地佈置。 

4.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5.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執行祕書。 

（二）行政文宣組長 

1. 負責各項活動之拍攝、錄影等方式紀錄活動進行方式。 

2. 本會公佈欄之維護與管理。 

3. 負責系刊版面設計。 

4. 協助年度社團評鑑之資料整理與規劃。 

5. 將負責文案內容與照片電子化及光碟化，交於執行祕書。 

第三條  本會設置監事八人，由各班選舉一名會員擔任，成立監事會。任期為一

年得連選連任，無連任次數限制。選舉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

出後補監事各班一名，遇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第四條  監事會就監事中選舉一人為監事長及一人為副監事長。監事長對內督導

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監事會主席。監事長因事不能執行職務

時，應由副監事長代理之。監事長、副監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

補選之。 

第五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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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審核系學會年度各活動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第二款、出席參與幹部會議每月一次，必要時得由監事長召開臨時會議。 

    第三款、其他應執行事項。 

第六條  監事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第一款、喪失會員資格者。 

     第二款、因故辭職經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第三款、被罷免或撤免者。 

 第七條  除常設之各組外，若因本會因業務需要，必要時得由會長於定期大會中

提議，經全體會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後，得於下學期增設其他組或裁減

現有組。 

                                                

      第五章  會議(餐旅系學會) 

第一條  系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臨時會議兩種；主席為會長；列席為系主  

任、本系師長。 

第一款  定期大會每學期舉辦兩次，第一次集會於每學期開學後兩週內

舉行；第二次期末大會於每學期結束前兩週內舉行。 

第二款  臨時大會經由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請求通過(重大情勢

例外)表明會議目的，於一週內召開，促使會內所有事項更有

彈性與機動性，適時立即解決需求。 

第二條  本會幹部會議，每星期舉行一次(例行會)，由會長擔任主席，必要

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旨在檢討、改進，並為所有會員爭取最大福利。 

 

第六章 會費 

第一條  本會會費來源： 

1. 全體會員繳交之會費。 

2. 校方補助款。 

3. 學生會補助款。 

4. 合法之贊助。 

5. 活動營利。 

6. 其他。 

第二條  本會費妥善運用於大學四年間各類型活動以及推動系上事務之籌

備金。 

第三條  一切會費支出應憑發票及收據，向財務組請(領)款；關於本會任何

金錢流向由財務長編列後，再經由會長與副會長審查公告之。 

第四條 本會會費於入學時每人需繳交新台幣 2000 元整。會費之徵收及數

額若須變動，得由每屆會長於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提請定期大會中提

議，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方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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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若無繳交本會會費者，不得參加本會所舉辦之一切活動，並不得擔

任本會幹部。 

第六條 本會會員繳納之會費固定存於本會專屬帳戶。 

第七條 本會經費應提撥新台幣二萬元整，作為補助系隊活動之基金。 

 

第七章 選舉、罷免與補選 

第一條 本會之會長選舉由一年級各班於下學期時提名各班會長候選人各

一名，經投票後票數最高者即當選為會長，次高者當選為副會長。

其各組組長由兩班候選人共同推舉之。 

第二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候選人需均具備下列資格： 

1. 繳清本會會費。 

2. 具有本系學籍者。 

3. 前一學期平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 

4. 前一學期操行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5. 對推廣本會不遺餘力、充滿熱忱、認真負責。 

第三條 本會之選舉方式採普通、平等、直接、公開、無記名投票、一人一

票且須憑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進行。 

第四條 若會長選舉無人登記競選時，由本會各幹部代表全系推出人選選舉

之。 

第五條 投票結束後應立即開票、計票並由系主任全程參與觀票並當場宣布

結果。 

第六條 若本會任一幹部行使職權不當，並由會員四分之一以上連署，可提

案罷免之。 

第七條 會長或副會長罷免案須經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出席會員三分之

二以上票數同意後，罷免始成立之。 

第八條 罷免條件： 

1. 凡各幹部成員違反本會宗旨者。 

2. 凡各幹部成員貪盜本會財產者（並保留法律追訴權）。 

3. 言行舉止嚴重影響本會之形象榮譽者。 

第九條 會長因公被罷免或其他原因，而不能擔任時，副會長得召開臨時大

會，並在 15 日內選出新任之會長。 

 

第八章  附則 

第一條 幹部卸任或交接時，應於產生新幹部二週內交接完成，並請系主

任、指導老師到場主持，確保本會能正常運作。 
第二條 幹部交接，應將印信、財產、工作記錄、帳目、其他檔案資料等全

數轉交，如有不清之情事得追溯責任。 
第三條 本會得敦聘本校師長及社會賢達人仕擔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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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幹部之獎懲，依本校「學生課外活動獎懲辦法」辦理。 

第五條 本會幹部之聘書，於幹部交接時發給「資歷證明」。 
第六條 本章程修正時，需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並經出席會員人

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生效力。 
第七條 本會章程需經系員大會通過，呈報系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