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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92 年 2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107 年 9 月 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一、 總則 

（一） 本學會章程依據本校(學生社團組織活準則)及(科學會組織章程)有關條文訂定之。 

（二） 本組織定名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系學會」以下簡稱系學會。 

（三） 系學會以配合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教育發展方向，培養學術風氣，促進會員德、

智、體、群、美五育之均衡發展、聯絡會員情感，發揚團隊精神為宗旨。 

（四） 系學會會址設於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五） 本章程必須通過會員大會進行修訂。 

 

二、 會員與系學會幹部 

（一） 系學會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學生組成：凡本系學生皆為系學會

之會員。 

（二） 本系學生皆有成為系學會幹部之權利，需通過新任會長及經參考舊幹部之建議，方成

為正式幹部。  

（三） 凡本系教職員及畢業校友均為系學會之顧問。 

（四） 會員可享之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及各項選舉、罷免之權利 

2. 皆有參加系學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權利 

3. 其他一切按系學會章程規定應享之權利 

（五） 會員應盡之義務： 

1. 遵守系學會章程及決議案之義務 

2. 按時繳交系學會費款之義務 

3. 發揚會譽及參加系學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義務 

（六） 會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報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得取消其入會資格。 

1. 喪失本校學籍者(包含休學生)。 

 

三、 本會組織與職責 

（一） 組織 

1. 會員大會：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下置正副會長各 1 人。 

2. 會員代表大會：本系學生為當然會員，各班級代表為會員代表。 

3. 系學會會長產生方式為依(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學會會長選舉辦法)實施細則票

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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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學會組織由活動、公關、美宣、資訊、場器、體育、文書、網路、財務九大部

門組成，各設立部長 1 人，各新任幹部由系學會舊任各部門面試推派， 各司其

職，相互相配合。會長得視會務情況擴大、裁撤、調整本會編制，經提請系學會

決議後由主任同意始進行之。 

（二） 職責 

1. 會員大會之職責 

(1) 通過及修正章程 

(2) 選舉罷免正副會長 

(3) 議決本會會務實施方針 

(4) 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2. 會員代表會議由系會長召集之，其職責如下： 

(1) 通過及調改規程 

(2) 對幹部有質詢之權利 

(3) 通過學期工作計畫 

(4) 通過學期活動經費預算及決算 

（三） 第十七屆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職責分配 

1. 系會長 

(1) 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學會發展 

(2) 打理一切事務之推行督導 

(3) 草擬學期行事曆及活動時間 

(4) 制定每學年系學會費(須通過系會章程) 

(5) 制定本會會務方針 

(6) 修訂組織章程 

(7) 召開並主持會員大會及各幹部聯席會議 

(8) 審核獎懲名單 

(9) 檢查執行企劃書及成果報告書 

(10) 了解各部門工作情形、各活動進行 

(11) 代表系上參與校內各項會議 

2. 系副會長 

(1) 協助會長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2) 適時輔助各部門 

(3) 掌控會務進度並整合各組運作 

(4) 適時監督各活動進度 

(5) 代理會長職務 

(6) 陪同會長出席學校會議及其他校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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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醒各活動負責人活動事宜 

(8) 收取各項活動電子檔並建檔備份 

3. 執行秘書 

(1) 各種活動資料與通知之印發 

(2) 負責各項行政作業 

(3) 掌控會務進度並整合各組運作 

(4) 協助正副會長處理會務 

(5) 代理副會長 

(6) 撰寫並彙整會議記錄 

(7) 修改企劃書及成果報告書內容 

(8) 掌握系會行程，提醒總副召交件 

(9) 收取各項資料紙本內容 

(10) 製作系會成員名單 

4. 活動組 

(1) 協助活動總副召活動之推動 

(2) 各活動開場舞 

(3) 支援各組所需 

5. 體育組 

(1) 體育賽事負責人(包含系籃、排、羽、校慶等) 

(2) 團康活動與主持(包含設計遊戲、帶動氣氛) 

(3) 發放餐食 

(4) 協助活動總副召活動之推動 

(5) 應各活動需求表演 

(6) 宣傳影片拍攝 

(7) 帶領系上同學於比賽場合替出賽者加油 

6. 財務組 

(1) 負責管理財務與事務組統籌事宜 

(2) 各項活動預算之整理編列並訂定經費統籌與管理 

(3) 處理本會所有財務相關事宜並審核活動經費預估表，審查收據與明細，才可進

行請款的動作 

(4) 向有關單位申請各項活動經費補助，並於本會所舉辦之活動結束後一週內，公

布活動的收支明細 

(5) 於每項活動公布系費收支明細 

(6) 學期活動預估 

(7) 撥款、記帳 

(8) 製作財務報告表，並讓系員清楚經費去向 

7. 場器組 

(1) 採購本學會所需物品及所有公共器材之管理 

(2) 負責活動場地之租借、布置、燈光音響器材設備之設置及場地恢復工作配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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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活動總副召協調道具之租借、規劃、支援協助及維護 

(3) 準備活動音樂 

(4) 架設器材與音控及場控 

(5) 熟悉系上設備數量、使用方式、擺放位置 

(6) 於期初和期末時清點系上財產並回報會長 

8. 公關組 

(1) 對外推展公共關係 

(2) 由會長授權後方代表本會對外洽談 

(3) 各項活動拉贊助廠商事務 

(4) 與各活動總副召協調活動之宣傳工作 

(5) 發送邀請卡及感謝狀 

(6) 各活動報到櫃台簽到退 

9. 文書組 

(1) 製作活動意願調查表 

(2) 製作活動簽到退表 

(3) 製作滿意度調查表 

(4) 製作保險資料表 

(5) 製作活動手冊 

(6) 製作抽獎券及活動邀請函 

(7) 彙整每學期全系在校生名單 

(8) 負責公假申請並跑單 

(9) 負責社團評鑑資料整理 

(10) 依照活動負責人製作相關資料 

10. 資訊組 

(1) 拍攝各活動照片及影片並整理建檔 

(2) 製作及剪輯活動宣傳影片 

(3) 照片分類及整理 

11. 網路組 

(1) 拍攝各活動照片及影片並整理建檔 

(2) 製作及剪輯活動宣傳影片 

(3) 照片分類及整理 

12. 美宣組 

(1) 與活動總副召、活動部討論美宣製作品 

(2) 美工海報、邀請函、DM、獎狀、背板等宣傳品之製作 

(3) 活動道具製作 

 

（四） 其他相關條文 

1. 系學會得視需要可設監事會，置監事若干人，並推選其中 1 人為總監，負責會務

之監督及財務稽核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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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組織章程第七章第一條規定中，正、副系會長由本系之會員公開投票選舉

之。 

3. 正、副系會長及相關本學會幹部任期為 1 年，不得連任。 

4. 會長及幹部卸任後由本會聘為顧問團並予以協助 

 

四、 會議 

（一） 系學會之會員代表大會分為定期及臨時動議，均由會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學期召開

兩次，臨時動議由會長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聯名申請得召開之。會議

召開時，全體會員代表、幹部等相關人員均應出(列)席。 

（二） 會議召開時，除邀請本會指導老師出席指導外，必要時得邀請有關各級主管(師長)列

席指導。 

 

五、 經費 

（一） 系學會經費來源如下 

1. 本系同學所繳交之系會費。(採一年級收齊四年會費，$4,500 元，分上學期收取

$2,500 元，下學期收取$2,000 元) 

2. 經學校核定之有關補助費 

3. 學生會補助費 

4. 廣告贊助商 

5. 存款利息 

6. 前屆移交之款項 

7. 其他收入 

8. 備註 

(1) 本系如有家境清寒之成員，其系會費可採分期繳交方式。 

(2) 系學會徵收各種費款，應依據教育部有關法令規定辦理。系學會收入之款

項，由出納存入金融機構，並以隨收隨存為原則，其存摺及支票由財務妥為

保管、會計作帳，而活動所需預支的金額都須經由會長、財務、會計同意才

得領取。 

(3) 系學會經費支出均應取具單據，於每月終結後編列明細帳由總務、會長、系

主任審核之並於每學期末公告於粉絲專業告知全體會員。 

(4) 系學會系會費得以實情調整，且須依正常程序辦理。 

 

（二） 會員退費方法 

1. 新生無論任何因素退出本會者，依學期時間斟酌退費： 

(1) 新生上學期開學後至期中考之期間退出者，退回會費總繳交金額之 3/4 (不包

括系服以及系徽之費用)。 

(2) 新生上學期期中考後至下學期開學前之期間退出者，退回會費總繳交金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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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 新生下學期開學後至期中考之前間退出者，退回會費總繳交金額之 1/2。 

(4) 新生下學期期中考後至下學期開學前之期間退出者，退回會費總繳交金額之

1/3。 

(5) 三年級生無論任何因素而退出時，一律退回會費總繳交金額之 1/3。 

(6) 四年級生一律不退費。 

 

六、 正副會長選舉罷免辦法 

（一） 本辦法經系學會會員大會、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系主任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二） 候選人資格 

1. 限本系之學生，且以一年級為主要對象，3 人為一組(1 位會長、1 位副會長、1

位執秘)登記參選。 

2. 有服務熱忱、熱心公益、認真負責、經師長推薦者，並檢附證明。 

3. 如為其他社團負責人，選上者須放棄其他社團負責人職務。 

4. 候選人需至系辦公室，辦妥登記手續，方為有效。 

5. 需為有繳交系會費者。 

6. 不得遭記大過(含)以上之處分。 

7. 前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前學期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者。 

（三） 正、副會長採自由登記普選制，正、副會長各 1 名，應採搭配競選。由全體會員直接

選舉產生規定如下： 

1. 選舉：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規定如下： 

(1) 會長選舉登記之起始及截止日期、登記方式及選舉日期由系學會視實際情況

訂定之，並成立「選舉委員會」負責選務工作。 

(2) 投票、開票採無記名之普選方式投票。 

(3) 候選人投票率需超過系上之所有在校生(除實習生)的 1/2。 

(4) 候選人在二組或以上時，以選舉中得票最高者當選，若票數相同時應重新投

票決定之。 

(5) 候選人僅一組需得到投票人數過半數之贊成票。 

(6) 候選人對選票之認定有異議，應於當場由候選人或其他推派之監票人提出，

若未提出，事後不得異議。 

2. 正副會長職權代理： 

(1) 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行使其職權至任期屆滿。 

(2) 會長、副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秘書長代理行使其職權至任期屆滿，

如任期剩餘逾 4 個月以上，則應立即辦理補選，新任會長任期至原任會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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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屆滿為止。 

(3) 在新任會長為依法改選產生前，由秘書長繼續代理行使其職權，直到新任會

長產生為止。 

(4) 原任會長應全力輔佐現任會長，直到所有業務上手為止。 

3. 會長及副會長之罷免： 

(1) 曠廢職務或職務上違反學生會之宗旨或違反法令有重大不正當行為，經會員

大會決議罷免。 

(2) 系學會之正、副會長之罷免，需經會員 3/5 以上聯署召開臨時大會，2/3 會員

出席、4/5 以上出席人數表決通過後立即成立，並立刻進行補選，其任期為原

罷免之會長所於期間。 

(3) 會長、副會長因故無法依本章規定程序產生時，得由系學會或系辦公室輔導

辦理補選。 

4. 任期為第 1 學年，需在前一年度的 5 月始，開始進行新、舊任系學會之交接事

宜。 

5. 本章程經系學會會員大會、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系主任核定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七、 附則 

（一） 本章程依據教育部 78 年 10 月 24 日之台(78)訓字第五二零八六號函「大專院校學生社

團組織及活動注意事項」訂定之。 

1. 92 年 2 月 26 日會員大會訂定通過 

2. 93 年 10 月 4 日會員大會第 1 次修正通過 

3. 94 年 9 月 20 日會員大會第 2 次修正通過 

4. 95 年 4 月 10 日會員大會第 3 次修正通過 

5. 97 年 9 月 20 日會員大會第 4 次修正通過 

6. 99 年 5 月 20 日會員大會第 5 次修正通過 

7. 101 年 9 月十 13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8. 105 年 12 月 15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9. 106 年 12 月 15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 107 年 9 月 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本規章負責單位：餐旅學院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