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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業經本校
108年11月19日108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茲檢陳條
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請鑒核。

說明：
一、依鈞部106年3月27日臺教授青字第1060000120號函辦理。
二、按上開函示，各校學生會輔導辦法應訂於各校組織規程並

應報部核定，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59條第2項規定，訂定
旨揭辦法，計有六章共二十七條條文，先予敘明。

三、旨案俟報請鈞部核定後實施，期使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設置
及輔導更趨簡明並符合大學自治之精神。 

 
正本：教育部
副本：本校秘書室、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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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 

訂定總說明 

依據教育部 106年 3月 27日臺教授青字第 1060000120號函規定，

各校學生會輔導辦法應訂於各校組織規程並應報部核定；次查大學法第

33 條第 5 項規定，學生會輔導辦法應訂於各校組織規程，爰依同法第

36 條規定，擬定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計有六章共

二十七條條文，期使本校學生自治組織之設置及輔導更趨簡明並符合大

學自治之精神。其各條訂定重點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說明本辦法立法目的及依據。 

第二條：說明本校學生得依本辦法成立各層級學生自治組織。 

第三條：說明本辦法所稱業務主管及各層級學生自治組織所屬輔導單

位。 

第四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應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令，並受所屬該層

級之主管單位輔導。 

第五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應統合學生及社團意見，促進並健全學生自

治之發展。 

第二章 成立及解散 

第六條：明定本校最高學生自治組織為學生會，並說明其組織之任務。 

第七條：說明本校各系系學會得選舉組成之學生自治組織及其任務。 

第八條：明定學生自治組織之籌設、組織、管理、解散、運作方式及其

組織章程生效程序。 

第九條：明定學生自治組織之主要負責人產生方式及其代表性。 

第十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章程應載明之事項，俾供組織設立及運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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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第十一條：明定學生自治組織解散前，帳務及財產處理之程序。 

第三章 自治事項 

第十二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自治事項範疇。 

第十三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應對所屬會員資料負有保密義務及法律責

任。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四條：明定學生自治組織活動經費來源及申請校內補助之程序。 

第十五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活動如需向校外申請補助應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 

第十六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經費運用應定期公布及應符合法令規定。 

第十七條：明定學生自治組織交接程序。 

第十八條：明定本校最高學生自治組織學生會經費來源、收費及稽核，

準用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 

第五章 輔導 

第十九條：明定輔導單位得指定專人擔任學生自治組織輔導業務。 

第二十條：明定輔導單位得提報學生自治組織表現獎勵之依據。 

第二十一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之間如有自治事項爭議時，輔導單位或

輔導老師得介入輔導。 

第二十二條：明定學生自治組織成員違反本辦法之處理方式。 

第二十三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違反校規及相關法令者之處理及責任。 

第二十四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如有不服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

方式。 

第二十五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如因故未能產出之處理程序。 

第二十六條：說明學生自治組織借用校內場地、器材設備等程序及規定。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說明本法之訂定及修正程序，俾周知而利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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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 

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 1條  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學

生自治理念，培養學生民主素養，特依大

學法第三十三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十九

條至第六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說明本辦法立法目的及依據。 

第 2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辦法，依校、院、系（所）

或大學部、研究所，經民主、公開選舉程

序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參與與其學業、生

活、獎懲、權益相關之校務。 

說明本校學生得依本辦法成立各層

級學生自治組織。 

第 3條  本辦法所稱業務主管之輔導單位為學生事

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或所屬該層級之主

管單位。 

說明本辦法所稱業務主管及各層級

學生自治組織所屬輔導單位。 

第 4條  學生自治組織應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

令，並接受學務處及所屬院、系（所）或

所屬該層級之主管單位之輔導。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應遵守本校校規

及相關法令，並受所屬該層級之主管

單位輔導。 

第 5條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應統合學生和學生社

團意見，凝聚共識，服務學生，並依相關

規定參與校務，營造校園良好學習與生活

環境。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應統合學生及社

團意見，促進並健全學生自治之發

展。 

第二章 成立及解散  

第 6條  本校得經由全校學生選舉組成「國立中央

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學生會），為本校

最高學生自治組織，處理本校學生公共事

務，並得推選代表出列席設有學生代表之

各級會議。 

明定本校最高學生自治組織為學生

會，並說明其組織之任務。 

第 7條  本校得由各系之系學會會長選舉組成「國

立中央大學系學會聯合會」（以下簡稱系聯

會），為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處理各系學會

之間公共事務，並得推選代表出列席設有

學生代表之各級會議。 

說明本校各系系學會得選舉組成之

學生自治組織及其任務。 

第 8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籌設、組織、管理、解散

及運作方式，由具本校學籍學生自行制

訂，其組織章程須送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核

明定學生自治組織之籌設、組織、管

理、解散、運作方式及其組織章程生

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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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備，各組織所定之章程與本辦法抵觸者無

效。 

第 9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主要負責人，對外代表該

學生自治組織，同一人不得同時擔任兩個

(含)以上之學生自治組織負責人，且應依

公開選舉方式產生，並定期改選。 

明定學生自治組織之主要負責人產

生方式及其代表性。 

第 10條 學生自治組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名稱。 

二、 宗旨。 

三、 組織及職掌。 

四、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五、 會員及幹部之種類、名額、職權、

任期及選任與解任。 

六、 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七、 經費及財務。 

八、 章程訂定日期及修改之程序。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章程應載明之事

項，俾供組織設立及運作之依據。 

第 11條 學生自治組織解散前，應先清算並釐清帳

務、償還債務，並召開會員大會議決剩餘

財產之分配，呈報輔導單位同意後行之；

無法處理之剩餘財產，責由輔導單位行使

處分。 

明定學生自治組織解散前，帳務及財

產處理之程序。 

第三章 自治事項  

第 12條 學生自治組織自治事項包括下列事項： 

一、 學生自治組織之籌設、組織、管

理、解散及運作方式。 

二、 負責人及幹部之選任。 

三、 會務推展與活動之舉行。 

四、 會議召開及決議。 

五、 財務運用暨管理。 

六、 會費之收取及運用。 

七、 組織章程之修訂。 

八、 文宣及刊物之製作。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自治事項範疇。 

第 13條 學生自治組織對於會員個人資料應善盡保

密責任，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

定。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應對所屬會員資

料負有保密義務及法律責任。 

第四章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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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 14 條 學生自治組織活動之經費以自籌為原則，

並得依規定向學務處申請補助。學生自治

組織應於每學年開始時，參照學校行事曆，

擬訂一學年活動經費補助預算表，陳報輔

導單位。 

明定學生自治組織活動經費來源及

申請校內補助之程序。 

第 15條 學生自治組織如需向校外申請經費補助或

接受廣告贊助者，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始得接受有關人員或機關之經費贊助。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活動如需向校外

申請補助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第 16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經費由其自行保管、分配，

但應周詳規劃妥善運用，須指定專人負責

管理財物及經費收支，定期公布，並應符

合相關法令規定。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經費運用應定期

公布及應符合法令規定。 

第 17條 學生自治組織交接，應將帳務清冊、財產

清冊、印章(信)、文書活動檔案等列冊移

交，並送請輔導單位備查。 

明定學生自治組織交接程序。 

第 18 條 學生會之經費來源、收費及稽核應依本校

組織規程第六十一條及相關規定辦理；其

經費之分配應用，由學生會自訂辦法。其

收支由學校稽核並定期公布之；輔導單位

於必要時，應適時稽核其財務管理及帳務

處理。 

明定本校最高學生自治組織學生會

經費來源、收費及稽核，準用本校組

織規程之規定。 

第五章 輔導  

第 19條 輔導單位得指定專人擔任學生自治組織行

政輔導業務，並根據相關法規，對於學生

自治組織違反法規或校規之決定或行為，

有導正制止之義務，以善盡輔導之責。 

明定輔導單位得指定專人擔任學生

自治組織輔導業務。 

第 20條 為鼓勵學生自治組織健全發展，輔導單位

得提報學生自治組織表現優良之負責人與

幹部獎勵名單，送相關單位審核。 

明定輔導單位得提報學生自治組織

表現獎勵之依據。 

第 21條 學生自治組織內部或組織間對於自治事項

有爭議時，輔導單位或輔導老師得介入輔

導。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之間如有自治事

項爭議時，輔導單位或輔導老師得介

入輔導。 

第 22條 學生自治組織成員違反本辦法之規定事宜

者，依本辦法及相關校規之規定予以懲

處，並得由輔導單位暫停其權利行使與活

動舉辦之權限。 

明定學生自治組織成員違反本辦法

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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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 23條 學生自治組織違反校規及相關法令者，其

行為人及負責人應依校規處理，並負法律

責任。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違反校規及相關

法令者之處理及責任。 

第 24條 學生自治組織如不服本校各單位之懲處或

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應循本校學生申

訴管道進行申訴，以保障學生權益。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如有不服懲處或

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方式。 

第 25條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倘因故未能產出，為利

學生自治與校務發展，得由輔導單位依民

主程序，予以協助組織籌設及傳承。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如因故未能產出

之處理程序。 

第 26條 學生自治組織因活動需要，得向輔導單位

或校內其他單位申請借用辦公室、活動場

地、器材設備等，並依相關規定借用及使

用，不得私下轉借或作營利用途。 

說明學生自治組織借用校內場地、器

材設備等程序及規定。 

第六章 附則  

第 27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後，送校務會

議核定，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說明本法之訂定及修正程序，俾周知

而利遵循。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 

108年6月21日學務會議通過 

108年11月19日108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條  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學生自治理念，培養

學生民主素養，特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

十九條至第六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辦法，依校、院、系（所）或大學部、研究

所，經民主、公開選舉程序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參與與其學

業、生活、獎懲、權益相關之校務。 

第 3條  本辦法所稱業務主管之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

處)或所屬該層級之主管單位。 

第 4條  學生自治組織應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令，並接受學務處及

所屬院、系（所）或所屬該層級之主管單位之輔導。 

第 5條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應統合學生和學生社團意見，凝聚共

識，服務學生，並依相關規定參與校務，營造校園良好學習

與生活環境。 

第二章 成立及解散 

第 6條  本校得經由全校學生選舉組成「國立中央大學學生會」（以下

簡稱學生會），為本校最高學生自治組織，處理本校學生公共

事務，並得推選代表出列席設有學生代表之各級會議。 

第 7條  本校得由各系之系學會會長選舉組成「國立中央大學系學會

聯合會」（以下簡稱系聯會），為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處理各

系學會之間公共事務，並得推選代表出列席設有學生代表之

各級會議。 

第 8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籌設、組織、管理、解散及運作方式，由具

本校學籍學生自行制訂，其組織章程須送本校學生事務會議

核備，各組織所定之章程與本辦法抵觸者無效。 

第 9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學生會、學生議會、系聯會主要負責人，對

外代表該學生自治組織，同一人不得同時擔任兩個(含)以上

之學生自治組織負責人，且應依公開選舉方式產生，並定期

改選。 

第 10條 學生自治組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名稱。 

二、 宗旨。 

三、 組織及職掌。 



四、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五、 會員及幹部之種類、名額、職權、任期及選任與解任。 

六、 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七、 經費及財務。 

八、 章程訂定日期及修改之程序。 

第 11條 學生自治組織解散前，應先清算並釐清帳務、償還債務，並

召開會員大會議決剩餘財產之分配，呈報輔導單位同意後行

之；無法處理之剩餘財產，責由輔導單位行使處分。 

第三章 自治事項 

第 12條 學生自治組織自治事項包括下列事項： 

一、 學生自治組織之籌設、組織、管理、解散及運作方式。 

二、 負責人及幹部之選任。 

三、 會務推展與活動之舉行。 

四、 會議召開及決議。 

五、 財務運用暨管理。 

六、 會費之收取及運用。 

七、 組織章程之修訂。 

八、 文宣及刊物之製作。 

第 13條 學生自治組織對於會員個人資料應善盡保密責任，並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 

第四章 經費 

第 14條 學生自治組織活動之經費以自籌為原則，並得依規定向學務

處申請補助。學生自治組織應於每學年開始時，參照學校行

事曆，擬訂一學年活動經費補助預算表，陳報輔導單位。 

第 15條 學生自治組織如需向校外申請經費補助或接受廣告贊助者，

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始得接受有關人員或機關之經費贊

助。 

第 16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經費由其自行保管、分配，但應周詳規劃妥

善運用，須指定專人負責管理財物及經費收支，定期公布，

並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第 17條 學生自治組織交接，應將帳務清冊、財產清冊、印章(信)、

文書活動檔案等列冊移交，並送請輔導單位備查。 

第 18條 學生會之經費來源、收費及稽核應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六十一

條及相關規定辦理；其經費之分配應用，由學生會自訂辦

法。其收支由學校稽核並定期公布之；輔導單位於必要時，

應適時稽核其財務管理及帳務處理。 

 



第五章 輔導 

第 19條 輔導單位得指定專人擔任學生自治組織行政輔導業務，並根

據相關法規，對於學生自治組織違反法規或校規之決定或行

為，有導正制止之義務，以善盡輔導之責。 

第 20條 為鼓勵學生自治組織健全發展，輔導單位得提報學生自治組

織表現優良之負責人與幹部獎勵名單，送相關單位審核。 

第 21條 學生自治組織內部或組織間對於自治事項有爭議時，輔導單

位或輔導老師得介入輔導。 

第 22條 學生自治組織成員違反本辦法之規定事宜者，依本辦法及相

關校規之規定予以懲處，並得由輔導單位暫停其權利行使與

活動舉辦之權限。 

第 23條 學生自治組織違反校規及相關法令者，其行為人及負責人應

依校規處理，並負法律責任。 

第 24條 學生自治組織如不服本校各單位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

事件，應循本校學生申訴管道進行申訴，以保障學生權益。 

第 25條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倘因故未能產出，為利學生自治與校務發

展，得由輔導單位依民主程序，予以協助組織籌設及傳承。 

第 26條 學生自治組織因活動需要，得向輔導單位或校內其他單位申

請借用辦公室、活動場地、器材設備等，並依相關規定借用

及使用，不得私下轉借或作營利用途。 

第六章 附則 

第 27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後，送校務會議核定，並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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