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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榮 大 學 
104 學年度第 3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03 月 10 日(星期四)12 時 1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6F 第三討論室 
主席：陳淑利 學務長 
出席：黃伯和副校長（陳嘉勉組長代） 張純明 院長 吳富雅 院長 孫國華 院長 

溫振華院長（江旭本老師代） 吳永基 院長 江旭本 老師 藍菊梅 老師 
陳宏一院長（許雅娟老師代） 姚舜暉 老師 楊怡芳 老師 許雅娟 老師 
蘇益生 老師 沈紡緞 老師 王珮瑜 老師 黃筱雯 老師 
劉錦謀 組長 劉莉娣 組長 徐郁茹 主任 林乃慧 老師 
簡德賢主任（覃毅貞老師代） 凃秀妮 組長 許靖宜 同學 謝志傑 同學 
黃志博同學（資工楊易寰代） 張雅惠 同學 梁杏霖 同學 黃韋翔 同學 

列席：王琈瑢組員、李季樺雇員 
請假：孫惠民教務長、藍月素國際長、柯秀卿老師、李育屏同學、張亭瑋同學、林世雄同

學、謝宛庭同學、孫巧雯同學 
記錄：歐利芳辦事員 
 
 

壹、 確認上次執行情形： 
104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踪 104.12.22 

辦理 
單位 追踪提案 執行情形 

學務處 
生輔組 

【議案一】 
案  由：擬請審議 105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

題三年中長程發展計畫。 
擬 辦：經委員審議修正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議 決：修正後通過。 

經 105 年 1 月 7 日

行政會議審議後

現已陳送教育部

核定中，俟核定情

形賡續辦理活動

事宜。 

學務處 
諮商中心 

【議案二】 
案  由：擬請推舉長榮大學諮商工作委員會學生代表二

名。 
擬  辦：學生事務委員會推舉學生代表二人擔任 104 學

年度諮商工作委員會學生代表。 
議  決：推舉學生會會長黃志博同學、人文社會學院學

生代表謝志傑同學。 

已於 105 年 1 月 20
日公告，長大學字

第 1055060007 號。 

學務處 
生輔組 

【動議一】 
案  由：擬請審議本校「班級(社團)幹部暨學生校內外

各項競賽獎勵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 
擬  辦：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議  決：照案通過。 

本案業已經校長

於 105 年 1 月 12
日核定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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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課外組 
案  由：訂定長榮大學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學生議會議員之選舉罷免，應以平等、直接、無記名及單記投票法行之。 
二、依本辦法選舉、罷免之人員指下列兩項：學生議會議長、副議長、學生議會之議員。 
三、辦法業經104年12月14日第4次學生議會、105.02.25學務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辦法擬定說明如下，全文請參閱 p.7~10。 

 
長榮大學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辦法說明 

規 定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長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議會組織章程第十條，訂定《長榮大學

學生議員選舉罷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議會議員之選舉罷免，應以平等、直接、無記名及單記投票法行之。 
第三條 依本辦法選舉、罷免之人員指下列兩項： 

一、學生議會議長、副議長。 
二、學生議會之議員。 

總則 

第四條 學生議員選舉罷免事項由學生議會成立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委
託各系學會及學程提醒宣傳之，並且輔導及協助。 

第五條 由議長、副議長籌組並擔任正副主任委員，各院至多推派二名，依法獨

立行使職權。 
第六條 選委會委員應曾任學生議會議員六個月以上，熟悉學生自治事務者。 
第七條 選委會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選舉、罷免公告事項。 
二、選舉、罷免事務進行程序及計畫事項。 
三、候選人資格之審定。 
四、候選人登記後，告知候選人應注意事項。 
五、選舉宣導之策畫事項。 
六、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 
七、選舉、罷免方式之設置與管理。 
八、選舉、罷免之結果審查。 
九、關於在選舉、罷免期間違反本規定之事實認定與處分。 
十、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項。 
十一、依法由本會掌理管轄之事項。 

第八條 選舉委員會之預算，由學生議會依法編列。 
第九條 選舉委員會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選舉委員應維持中立，依法獨立行

使職權，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競選活動。若於選舉中有違反本辦法之行為，

選舉委員會得決議免其職務。 

選舉罷

免機

關，法規

訂定之

依據及

目的。 

第十條 本校每個系所及學程為一選區，學生議員選舉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行，

選出次一學年（兩會期）學生議員，各選區名額一名。 
第十一條  選舉人之資格如下: ： 

一、凡於本校註冊，正式取得學籍者，皆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有選舉權人者，在該選舉區為候選人。 
三、遇有會員資格爭議者，交由該屆選舉委員會裁決。 
四、選舉人應於指定時間使用數位學習平台進行投票。 

選舉資

格，選舉

人資格

且方便

作業之

作法。 
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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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第十二條  候選人資格之規定如下： 

一、必須具有登記參選選區之學生身分。 
二、現任社團、系會幹部則不可參選(將卸任者即可)。 
三、新設學程需成立該學程系學會者，才可推派候選人。 

第十三條  候選人名單公佈後，經發現候選人資格不合第十二條規定者，選委會於

投票前應撤銷其候選人登記，投票後若為當選，應公告無效。 
第十四條  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在

登記期間截止前經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之歷

練，且凝

聚系/學
程上民

意之機

構。 

第十五條  選委會應依下列規定期間發布各種公告： 
一、於下學期第三週至第六週，開放各選區提名候選人並至網站上下載

並回傳學生議員參選登記表及相關文件。 
二、於下學期第七週，如無人登記該選區應選議員名額時，由選委會及

各系學會及學程討論後，推薦符合資格之候選人。 
三、於下學期第八週至第九週，公告各選區候選人名單、號次、相片、

姓名、系級、選舉相關注意事項。 
四、於下學期第十週至第十二週，委託各系學會及學程提醒宣傳該選區

投票相關作業。 
五、於第十三週統一對外公告投票結果。 

選舉公

告，法規

訂定之

依據及

目的。 

第十六條  候選人參選流程之規定如下： 
一、凡符合第十一條之規範並有意競選之學生(詳細規定時間會另行公

告)至網站上下載學生議員參選登記表，填寫完後回擲電子檔並檢

附相關文件，逕寄至學生議會選委會信箱，證件不全者，概不予受

理。 
二、下學期第十週至第十二週進行選舉，由各系學會及學程提醒之，選

委會輔導及協助。 
三、若選區合格候選人超過一位以上，依學生議會選委會信箱收件日

期，決定登記號碼。 
第十七條  選舉過程流程之規定如下： 

一、選舉人指定時間使用數位學習平台，進入所屬選區的候選人進行投

票。 
二、選委會監督並且確認票數，完成後進行存封並紀錄，且將會統一對

外公布該選區當選人。 
第十八條  學生議員當選資格依序如下： 

一、若參選人得票數為該選區實際投票人數百分之十（含）以上且選區

人數得票最高者，為保證當選。 
二、若參選人得票數若遇同票者，票結束後由選委會監察員公開抽籤。 

第十九條 學生議員選舉由學生議員選舉委員會監察之，候選人若有違反本辦法、

舞弊、行賄或妨礙選舉秩序行為，得取消參選資格。 
第二十條 學生議員候選人未滿足第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而從缺者，不予補選。 

選舉過

程，法規

訂定之

依據及

目的。 

第二十一條 本議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以搭檔競選選舉之，全體

學生議員有當然候選人之資格，負責召開並主持本議會。 
第二十二條 會議若為議長、副議長之選舉，則原任議長為主席，應由全體新任議

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同額競選時，得票達出席議員總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者為當選；二組以上參選時，以得票數較多者當選。得票相

議長、副

議長如

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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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同時，則以重新投票決定之。出席議員人數未達三分之二時，原任議

長即訂下一次選舉會議時間，秘書處並通知未出席議員；若第二次出

席議員仍未達三分之二，但已超過二分之一時，得進行選舉。 
第二十三條 罷免提議 

學生議員罷免提議需由全體議員四分之ㄧ以上提議、二分之ㄧ以上同

意，或由原選區百分之十以上連署使得連同罷免理由書提送學生議

會，宣告罷免案成立。 
第二十四條 答辯 

罷免案經宣告成立後，選委會應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人，被

罷免人需於五日內提出答辯書。 
第二十五條 罷免公告 

一、選委會應於罷免案成立後七日內，就下列項目公告之罷免投票日

期及投票起迄時間、罷免理由書。 
二、被罷免人因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答辯書，逾期者視為放棄答辯權力。 

第二十六條 罷免投票 
一、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公告後五日內為之。 
二、罷免票上應刊印「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兩欄。其他依本辦

法規定。 
三、罷免案投票人數應超過該選區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同意罷免票

多於不同意罷免票者，即為通過。 
四、罷免投票時間截止後，選委會應立即公開開票，並立即將開票結

果公告。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自公告日翌日起，解除職務。

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

提議。 
第二十七條 議長、副議長得由議員投票罷免之，但就職未滿六個月者，不得提出

罷免案。 
第二十八條 議長、副議長之罷免依下列規定： 

一、罷免案應述理由，並由議員三分之一以上之簽署，被具正、副本，

向課外活動組提出。 
二、課外活動組應於收到前款罷免案後七日內將副本送達本議會轉交被

罷免人，被罷免人如有答辯，應於收到副本後七日內將答辨書送交

課外活動組，由課外活動組將罷免案之理由一併印送各議員，逾期

得將罷免案單獨印送。 
三、罷免案之投票，由課外活動組召集臨時會，由出席議員就罷免票內

之「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以無記名方式圈選之。且被罷免人

有投票權。 
四、罷免案應有全體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同意罷免」票數達出席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者為通過，未達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否決。 
五、罷免案如經否決，於該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同一事件對其提出再罷

免案。 
六、罷免議長時，由副議長擔任主席；罷免副議長時，由議長擔任主席；

議長、副議長被罷免時，由出席議員互推一人為代理主席。罷免案

通過者，被罷免人應於投票後第八日解除職務。 
七、議長、副議長之補選於下次例會，由代理主席執行第二十四條之規

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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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定。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審議單

位及程

序。 
擬  辦：通過後公告實施。 
議 決：通過，全文請參閱p.7~10。 
 
 
 
 
【議案二】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擬請審議「學生宿舍分配作業要點」修正案。 
說 明：「學生宿舍分配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請參閱 p.11。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改原因 

第九條   
刪除經許可住宿同學，應在規定期

限內繳納住宿保證金參仟元。休退

學生之住宿保證金之退還，於一個

月內完成作業；其餘退宿學生依

「長榮大學學生住宿保證金收取

及退費實施辦法」辦理退款。 

第九條   
經許可住宿同學，應在規定期限內繳

納住宿保證金參仟元。休退學生之住

宿保證金之退還，於一個月內完成作

業；其餘退宿學生依「長榮大學學生

住宿保證金收取及退費實施辦法」辦

理退款。 

已有「長榮大學學生

住宿保證金收取及退

費實施辦法」，擬建議

刪除條文。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行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訂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

布實施。 

1. 本要點與學生事

務較相關，擬改至

學生事務委員會

審議。 
2. 擬修改文字。 

擬 辦：本案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後，依程序提行政會議決議。 
議 決：通過，全文請參閱p.11。 
 
 
 
 
【議案三】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擬請審議「長榮大學學生宿舍外借清潔保證金收取辦法」修正案。 
說 明：「長榮大學學生宿舍外借清潔保證金收取辦法」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請參閱

p.12。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改原因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校務會議通過後

公布實施，其修正亦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公布實施，

其修正亦同。 

1. 依教育部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六條規定，擬改至校

務會議審議。 
2. 擬文字修改。 

擬 辦：本案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後，依程序提行政會議審議。 
議  決：通過，全文請參閱p.12。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6968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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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四】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擬請審議「長榮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辦法」修正案。 
說 明：「長榮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辦法」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請參閱

p.13~16。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改原因 

第三條 本會之組織 
五六、顧問群 

第三條 本會之組織 
五、顧問群 條次修改 

第三條 本會之組織 
五、學生代表  
(一)本會邀請各學院推派一名學

生代表。 
(二)學生代表需列席參加委員會

議。 

新增條文 因住宿生座談會學生希

望非幹部可以參與宿委

會相關活動及議題討

論，擬准同意新增條文 
 

擬 辦：案經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議  決：通過，全文請參閱p.13~16。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    會：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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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辦法 
 
 

105.03.10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長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議會組織章程第十條，訂定《長榮大學學生議員選

舉罷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議會議員之選舉罷免，應以平等、直接、無記名及單記投票法行之。 
 
第三條 依本辦法選舉、罷免之人員指下列兩項： 

一、學生議會議長、副議長。 
二、學生議會之議員。 

 
第 二 章 選舉罷免機關 
第四條 學生議員選舉罷免事項由學生議會成立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委託各系學會

及學程提醒宣傳之，並且輔導及協助。 
 
第五條 由議長、副議長籌組並擔任正副主任委員，各院至多推派二名，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第六條 選委會委員應曾任學生議會議員六個月以上，熟悉學生自治事務者。 
 
第七條 選委會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選舉、罷免公告事項。 
二、選舉、罷免事務進行程序及計畫事項。 
三、候選人資格之審定。 
四、候選人登記後，告知候選人應注意事項。 
五、選舉宣導之策畫事項。 
六、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 
七、選舉、罷免方式之設置與管理。 
八、選舉、罷免之結果審查。 
九、關於在選舉、罷免期間違反本規定之事實認定與處分。 
十、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項。 
十一、依法由本會掌理管轄之事項。 

 
第八條 選舉委員會之預算，由學生議會依法編列。 
 
第九條 選舉委員會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選舉委員應維持中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競選活動。若於選舉中有違反本辦法之行為，選舉委員會得決

議免其職務。 
 
第 三 章 選舉資格 
第十條 本校每個系所及學程為一選區，學生議員選舉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行，選出次一學

年（兩會期）學生議員，各選區名額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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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選舉人之資格如下: ： 
一、凡於本校註冊，正式取得學籍者，皆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有選舉權人者，在該選舉區為候選人。 
三、遇有會員資格爭議者，交由該屆選舉委員會裁決。 
四、選舉人應於指定時間使用數位學習平台進行投票。 

 
第十二條  候選人資格之規定如下： 

一、必須具有登記參選選區之學生身分。 
二、現任社團、系會幹部則不可參選(將卸任者即可)。 
三、新設學程需成立該學程系學會者，才可推派候選人。 

 
第十三條  候選人名單公佈後，經發現候選人資格不合第十二條規定者，選委會於投票前應撤

銷其候選人登記，投票後若為當選，應公告無效。 
 
第十四條  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在登記期間截

止前經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第 四 章 選舉公告 
第十五條  選委會應依下列規定期間發布各種公告： 

一、於下學期第三週至第六週，開放各選區提名候選人並至網站上下載並回傳學生

議員參選登記表及相關文件。 
二、於下學期第七週，如無人登記該選區應選議員名額時，由選委會及各系學會及

學程討論後，推薦符合資格之候選人。 
三、於下學期第八週至第九週，公告各選區候選人名單、號次、相片、姓名、系級、

選舉相關注意事項。 
四、於下學期第十週至第十二週，委託各系學會及學程提醒宣傳該選區投票相關作

業。 
五、於第十三週統一對外公告投票結果。 

 
第 五 章 選舉過程 
第十六條  候選人參選流程之規定如下： 

一、凡符合第十一條之規範並有意競選之學生(詳細規定時間會另行公告)至網站上

下載學生議員參選登記表，填寫完後回擲電子檔並檢附相關文件，逕寄至學生

議會選委會信箱，證件不全者，概不予受理。 
二、下學期第十週至第十二週進行選舉，由各系學會及學程提醒之，選委會輔導及

協助。 
三、若選區合格候選人超過一位以上，依學生議會選委會信箱收件日期，決定登記

號碼。 
 
第十七條  選舉過程流程之規定如下： 

一、選舉人指定時間使用數位學習平台，進入所屬選區的候選人進行投票。 
二、選委會監督並且確認票數，完成後進行存封並紀錄，且將會統一對外公布該選

區當選人。 
 
第十八條  學生議員當選資格依序如下： 

一、若參選人得票數為該選區實際投票人數百分之十（含）以上且選區人數得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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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為保證當選。 
二、若參選人得票數若遇同票者，票結束後由選委會監察員公開抽籤。 

 
第十九條  學生議員選舉由學生議員選舉委員會監察之，候選人若有違反本辦法、舞弊、行賄

或妨礙選舉秩序行為，得取消參選資格。 
 
第二十條  學生議員候選人未滿足第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而從缺者，不予補選。 
 
第 六 章 議長、副議長 
第二十一條  本議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以搭檔競選選舉之，全體學生議員有

當然候選人之資格，負責召開並主持本議會。 
 
第二十二條  會議若為議長、副議長之選舉，則原任議長為主席，應由全體新任議員總數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同額競選時，得票達出席議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為當選；二

組以上參選時，以得票數較多者當選。得票相同時，則以重新投票決定之。出席

議員人數未達三分之二時，原任議長即訂下一次選舉會議時間，秘書處並通知未

出席議員；若第二次出席議員仍未達三分之二，但已超過二分之一時，得進行選

舉。 
 
第 七 章 罷免 
第二十三條  罷免提議 

學生議員罷免提議需由全體議員四分之ㄧ以上提議、二分之ㄧ以上同意，或由原

選區百分之十以上連署使得連同罷免理由書提送學生議會，宣告罷免案成立。 
第二十四條  答辯 

罷免案經宣告成立後，選委會應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人，被罷免人需於

五日內提出答辯書。 
 
第二十五條  罷免公告 

一、選委會應於罷免案成立後七日內，就下列項目公告之罷免投票日期及投票起

迄時間、罷免理由書。 
二、被罷免人因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答辯書，逾期者視為放棄答辯權力。 

 
第二十六條  罷免投票 

一、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公告後五日內為之。 
二、罷免票上應刊印「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兩欄。其他依本辦法規定。 
三、罷免案投票人數應超過該選區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同意罷免票多於不同意

罷免票者，即為通過。 
四、罷免投票時間截止後，選委會應立即公開開票，並立即將開票結果公告。罷

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自公告日翌日起，解除職務。罷免案否決者，在該

被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第二十七條  議長、副議長得由議員投票罷免之，但就職未滿六個月者，不得提出罷免案。 
 
第二十八條  議長、副議長之罷免依下列規定： 

一、罷免案應述理由，並由議員三分之一以上之簽署，被具正、副本，向課外活動

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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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外活動組應於收到前款罷免案後七日內將副本送達本議會轉交被罷免人，被

罷免人如有答辯，應於收到副本後七日內將答辨書送交課外活動組，由課外活

動組將罷免案之理由一併印送各議員，逾期得將罷免案單獨印送。 
三、罷免案之投票，由課外活動組召集臨時會，由出席議員就罷免票內之「同意罷

免」「不同意罷免」以無記名方式圈選之。且被罷免人有投票權。 
四、罷免案應有全體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同意罷免」票數達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

上者為通過，未達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否決。 
五、罷免案如經否決，於該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同一事件對其提出再罷免案。 
六、罷免議長時，由副議長擔任主席；罷免副議長時，由議長擔任主席；議長、副

議長被罷免時，由出席議員互推一人為代理主席。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

於投票後第八日解除職務。 
七、議長、副議長之補選於下次例會，由代理主席執行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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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分配作業要點 
 

98.12.31 行政會議通過 
100.12.22 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2.29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5.10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04.11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02.02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6.04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3.10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照顧身心障礙、遠道或有特殊原因必須住校學生，切合本校管理特性，特依據本校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優先申請住宿：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二、身體患有重病者。 
三、因宿舍生活、學生自治會或服務教育需要住校之學生： 

(一)宿舍舍長、副舍長、樓長、宿舍志工。 
(二)宿舍宿網經理。 
(三)考核績優之服務教育小組長。 
(四)運動代表績優生。 
(五)離、外島之學生。 
(六)圖書館工讀生。 
(七)學生會會長、副會長。 
(八)重大災區受災戶學生。（經中央政府核定公告為準，三年內） 

四、僑生、外籍生、駐外使節子女。 
五、經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子女。 
六、整潔競賽優勝人員。 
七、前學年曾任宿舍幹部並考核績優者。  

第三條  依前項規定，辦理住宿登記後，倘有空床時，因特殊原因經校長專案核准者得優先住宿遞補。 
第四條  中低收入戶子女得優先申請住宿，另依公告時間辦理。 
第五條  優先住宿資格經業管單位取消者，需於宿舍服務 40 小時，若於當學期末服務未滿 40

小時者，記小過並勒令退宿。 
第六條  宿舍扣除一年級新生及特殊原因之床位數，所餘床位公開接受學生申請，所登記總數

若超過宿舍可容納數量時，則公開抽籤決定之。 
第七條  因違反宿舍相關規定被記申誡者，下學年度不得登記住宿；被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不得住宿。 
第八條  住宿一律以學年計。中途辦理退宿者，需依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刪除經許可住宿同學，應在規定期限內繳納住宿保證金參仟元。休退學生之住宿保證

金之退還，於一個月內完成作業；其餘退宿學生依「長榮大學學生住宿保證金收取及

退費實施辦法」辦理退款。 
第十條  嚴禁私自頂讓或擅自調換寢室床位；違反規定者，一律小過處分並勒令退宿。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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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學生宿舍外借清潔保證金收取辦法 
 
 

100.05.05 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104.06.04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3.10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外借團體借住本校學生宿舍，特訂定長榮大學學生宿舍外借清潔保證金收

取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經核准進住之團體，應於進住二星期前繳交團體住宿人員清冊，以利申請分配床位。 
第三條 為維護宿舍管理，借宿團體進住前需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清潔保證金繳交手

續，個人收取清潔保證金 300 元，團體清潔保證金上限為 10,000 元。借宿團體進、退

宿前應向宿舍管理員當面清點宿舍公物堪用情形及借用之物品及整潔情形，退宿檢查

合格者清潔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四條 離宿時，借宿團體應確保使用範圍之寢室內外環境之整潔並由借宿人二名會同宿舍管

理員共同檢查，物品若有損壞或未完成環境清潔而退宿，得扣除部份清潔保證金，扣

款標準如下： 
一、物品損壞賠償部份： 

(一)鑰匙：100 元/把。 
(二)感應卡：100 元/張。 
(三)椅子：500 元/張。 
(四)其他物品依市價賠償。 

二、未完成環境清潔扣款部份： 
(一)廁所未清潔乾淨：2,000 元/層。 
(二)寢室未清潔乾淨：200/人。 
(三)樓梯未清潔乾淨：1,000 元。 
(四)大廳未清潔乾淨：1,000 元。 
(五)前庭、後庭未清潔乾淨：1,000 元。 
(六)其他：視情況扣款。 

第五條 其他外借團體管理注意事項，另以管理要點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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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辦法 
 

102.04.23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03.05.05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04.05.18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05.03.10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依據長榮大學宿舍管理辦法第一條訂定之。 
第二條 長榮大學 ( 以下簡稱本校 )，為培養學生主動積極精神及自治能力，提升學生宿舍環

境品質，反應住宿學生意見，協助維護宿舍相關事宜，特設立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 以
下簡稱本會 )。  

第二章 組織 
第三條 本會之組織 

一、會長 
(一)本會設置會長一名，各宿舍之舍長則為當然候選人，由各舍長、副舍長及樓長

共同投票產生。 
(二)對外代表本委員會，對內綜理會務及代表本會出列席學校相關會議。 
(三)會長一經當選，若非因休退學、個人健康因素等理由，不得任意辭職。 
(四)因公務或個人事務需請假而短暫無法處理會務時，可委由副會長或秘書長暫時

代理會長一職。 
二、副會長 

(一)本會設副會長兩名，由其他宿舍之舍長擔任之。 
(二)協助會長處理行政與活動等委員會相關事宜 
(三)當會長不克行使其職務而使職權效力喪失時，由副會長代理其職務至任期屆滿

為止。 
三、秘書處 

(一)本會設秘書長一名，執行祕書三名，由會長委任之。 
(二)協助會長及副會長處理各組織溝通與協調功能。 
(三)秘書處負責監督與管理本會之財務與預算等相關事務。 
(四)秘書長與三名執行祕書需由不同宿舍之委員會成員擔任之。 

四、行政部門 
(一)活動企劃部：設部長一名、副部長兩名，負責宿舍活動之細部規劃，並協助主

導宿舍活動之執行，且提報年度活動檢討事項與未來活動規劃之方向與建議。 
(二)公關事務部：設部長一名、副部長兩名，負責宣傳邀請及活動誘因規劃與執行，

並處理活動場地與設備之籌備及器材管理。 
(三)資訊文書部：設部長一名、副部長兩名，負責管理宿委會網站與社群專頁，並

製作與保管宿委會之會議紀錄與文書等資料，且督促各部會會議之紀錄繳交。 
(四)衛生安全部：設部長一名、副部長兩名，負責監督宿舍衛生與環境安全等問題，

並協助辦理每年之消防演練與安全檢查及整潔競賽，也是宿舍修繕幹部之管理

部門。 
(五)宿舍生活部：設部長一名、副部長兩名，負責彙整與提報住宿生在生活上對於

學校宿舍之反應與想法，並推動良好宿舍生活習慣與文化，且提出宿舍管理制

度對住宿生活之影響探討與建議，並督促各部會會議之正常運作，同時也是每

次委員會議之聯絡單位。 
五、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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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邀請各學院推派一名學生代表。 
(二)學生代表需列席參加委員會議。 

六、顧問群 
(一)本會得成立顧問群，最多可設置五名。 
(二)顧問需列席參加委員會議。 
(三)顧問成員由舊有委員缷任後並由會長委任之。 
 

第三章 職掌 
第四條  本會之職掌  

一、釐訂年度工作暨活動計畫，並執行之。  
二、彙集住宿生意見，提供學校有關宿舍管理與服務措施之建議。  
三、參與研擬住宿生自治與自律之各項方案，並協助促進推動之。  
四、參與研擬營造「宿舍文化」之具體方案，並協助促進推動之。  
五、協調、整合、處理各宿舍之共同事務。  
六、監督宿舍管理人員及本會委員之工作績效，並向學務處承辦單位建議考核之。  
七、修訂本組織辦法，並得參與修訂宿舍相關法規。  
八、甄選、罷免宿舍各層級幹部之建議，報學務處承辦單位備查。 
九、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設置要點及宿舍生活公約之審查修改。 

第五條 本會宿舍幹部職掌分類如下： 
一、會長： 

（一）對外代表本會，並綜理學生宿舍有關事項。 
（二）為委員會會議之主席。 
（三）接受學務處承辦單位之輔導。 
（四）得於期末推薦服務熱心而有績效表現之本會成員，建議學務處核予獎勵。 
（五）臨時交辦事項。 

二、舍長： 
(一）主持及召集宿舍幹部會議及各臨時會議。 
（二）定期召集各舍樓長會議。 
（三）擬定學生宿舍生活公約草案，提交本會表決。 
（四）督導並執行學生宿舍生活公約。 
（五）辦理宿舍住宿生違規事項之勸導及通報。 
（六）提出並執行宿舍活動規劃行事曆。 
（七）執行本會會議之決議並督導各幹部運作。 
（八）徵集會員反映意見建議，提供改善宿舍管理參考。 
（九）宣達學生宿舍管理注意事項。 
（十）臨時交辦事項。 

三、副舍長： 
（一）協助舍長處理舍務，舍長缺席時，代理其職務。 
（二）宿舍幹部會議及室長會議之會議記錄。 
（三）辦理宿舍自治委員會之幹部不適任撤換及補缺額。 
（四）協助執行宿舍滿意度問卷調查。 
（五）宿舍辦理活動，調度其他幹部分配任務。 
 (六) 宿舍文書相關作業。 
（七）協助舍長製作活動文宣。 
（八）偶發事件之報告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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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交辦事項。 
四、樓長： 
（一）出席宿舍自治委員會會議及樓長會議。 
 (二) 召開室長會議。 
（三）製作各樓層文宣宣導。 
（四）偶發事件之報告與處理。 
（五）臨時交辦事項。 

第四章 會議 
第六條 本會之召開： 

一、委員會議：由會長依需要召開，各正副舍長、幹部、樓長參加。 
(一)每學年召開幹部研習會一次，由本會舊會長主持；本會所有新、舊任委員皆須參

加，同時辦理新、舊任委員交接；研習內容由學務處承辦單位規劃。 
(二)於學期開始、期中、期末選擇適當時間召開會議（每學期至少二次）召集人召集，

本會全體委員參加及學務處承辦單位相關人員列席。 
(三)如遇重大議案，會長或學務處承辦單位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或經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提議召開之，並得請學務處承辦單位列席。 
(四)會議之召開，以應出席人數之二分之一為法定人數；其決議事項應以超過出席人

數之二分之一(不含)為通過。 
(五)本會得訂定宿舍生活公約，其內容不得牴觸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及宿舍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宿舍生活公約需提學生事務委員會審議，決議通過之生活公約住宿生必

須遵守。  
(六)每次會議記錄，會後送學務處承辦單位依實際需要分會有關單位處理。 

二、樓長會議：各舍長得視需要召開樓長會議。 
第五章 選舉、罷免 
第七條 選舉 

一、舍長之選舉，由住宿同學（當年度畢業生除外）自行組團競選，一組三人，成員為

第二、三、四宿舍長，住宿同學投票產生，該組得票數高者當選為第二、三、四宿

舍長，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當選人(投票率須達全體住宿生百分之二十，若經第

一次選舉未達該票數或無人競選，則由學務處承辦單位由候選人名單中任命指派)。
投票作業原則上由學務處承辦單位主辦，包括公告文宣、登記參選及辦理投票事務。

舍長不得連選連任，除舍長表現優異經學務長核准後得連選連任。 
二、會長、舍長、副舍長、樓長、幹部群選舉及委任作業需於隔年5月底前作業完畢。 
三、交接日：每學年第2學期16週。而交接後至學期結束前這段期間，因會計年度問題，

工讀金之發放對象為舊任委員。 
第八條 舍長候選人資格與限制 

一、本校在學學生，欲住宿者得參選，任期至當學年度第2學期第19週為止。 
二、無記過處分，操行成績總平均達80分以上。 
三、曾擔任宿舍幹部。 
四、對宿舍管理事務有興趣並且有服務熱誠。 
五、能兼顧課業者。 

第九條 本會委員之罷免 
一、各宿舍自治委員如有違反本組織辦法及相關規定或服務熱忱不足、行為不當、遭小

過以上處分者、足以破壞本會形象及名譽者，得提報本會會議，議決免除其資格。 
二、未履行本會委員應盡之義務，經勸導無效者，得提報本會會議，議決免除其資格。 
三、委員如有前二款任一之事實，得由本會召開臨時會議，議決取消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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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罷免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表決同意。 
第十條  本會委員遺缺之遞補 

一、因罷免、退學、休學或其他特殊事故而離職，舍長遺缺由全體委員互選產生之；副

舍長遺缺由舍長自各樓長遴選之；樓長遺缺得由舍長甄選優秀住宿生擔任。 
二、遞補之委員均報請學務處承辦單位備查。  

第六章 幹部權益 
第十一條 

一、學校每月發給舍長、副舍長、樓長工讀金。 
二、當選學生宿舍自治幹部者，得保障住宿。 
三、幹部任期內服務表現經考核優良者，得享有在學期間次學年優先分配住宿權。 
四、學務處承辦單位對會長之工作績效於每學期末提評估意見，表現優異酌情予以記功

嘉獎。 
五、會長對於全體幹部之工作績效，於每學期末提評估意見，由本會報請學務處承辦單

位審議後提請酌予獎勵。表現優異幹部酌情予以記功嘉獎。 
六、編列學輔經費執行幹部訓練與經驗傳承活動。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二條 卸任之幹部經本會出席人數之二分之一通過，可成立當然顧問群，任期一學年，其

任期至新顧問群上任之日止。 
第十三條 當然顧問群得參與宿舍幹部會議，並享有宿舍幹部會議之一切權利；負責輔導學生

自治會幹部執行宿舍事務，提供各幹部建言，協助與指導宿舍相關活動，及督導本

會運作。 
第十四條 本組織章程提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