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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學生自治會  

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一日系學會制定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會員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一日正式生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二十日會員大會修正公布第原編號 22、31-6、27-12、28-7、31-5、39條條文；並增訂第 30-6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三年九月十八日會員大會修正公布第原編號 1、33-2、49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四年九月十六日會員大會修正公布第原編號 17、20-1、22、24-4、27-8、49條條文；並增訂第 25-5、

26-4~26-6、27-14、28-10~28-12、32~32-4、32-壹-1~3；並刪除第 27-10~27-12、28-8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五年九月二十日會員大會修正公布第原編號 29-8條條文；並增訂 22、23、25-5、27-2、27-5、27-6、

28-4、28-10、30、31-3、32、33-1、36、37、39、48、53條條文；並刪除第 27-3、27-8、28-12、30-4、30-5、32-

壹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六年一月五日會員大會修正公布第原編號 1、22、25-5、27-2、27-5、27-6、28-4、28-10、28-11、29-5、

30、31-3、32、33-1、36、48、49條條文；並增訂 28-13、29-8 條條文；並刪除第 27-3、27-8、28-12、30-4、30-5、

32-壹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六年十月五日會員大會修正公布第原編號 22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學生自治會』，英文全名為『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tudent Association』，中文簡稱為屏大

文創系學會，英文簡稱為 CCISA。（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之宗旨為聯絡師生情誼，增進同學情感，並努力謀求會員福利，並舉辦各項活

動，如：學術性、康樂性、服務性、體育性等，有利於系上學生發展與增進彼此情

誼之活動類型。 

第 三 條  本會受本校學生事務處與其轄下課外活動指導組之指導。 

第 四 條  本會總理系上對內、對外活動事宜，並綜合反應學生意見以促進本系學生福利。 

第二章  會 員 

第 五 條  凡具有本系之學生資格者，即成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如經本校退學、開除、轉系、轉學、畢業，其會員資格自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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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辦理休學之會員，於休學期間暫停其會員資格，俟其復學後自動恢復資格。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1. 遵守本章程之規定。 

2. 遵守會員大會之決議及本會組織之各項決議。 

3. 凡本具有本會會員資格者，均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4. 會員有義務參與本會會議並遵守相關規範。 

第 十 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1. 於會員大會提案、發言與表決以及選舉會長、罷免正副會長之權利。 

2. 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並享有各種福利與資源。 

3. 督導本會之運作。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以下簡稱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第十二條  大會職權如下： 

1. 修改並通過組織章程。 

2. 表決會員提案。 

3. 否決幹部會議決議。 

4. 聽取本會幹部會議之各項報告。 

5. 聽取本會會長對本會經費之運用。 

6. 選舉、罷免正副會長。 

7. 其他與會員相關之重要事項決議。 

第十三條  大會應於每學年之第一學期初、期末召開乙次，並應於每學年之學期初排定相關活

動行程，並製作系學會行事曆且公告之。 

第十四條  大會由會長負責召開與主持，若會長因故無法出席，應由副會長代理。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應進行左列之活動： 

          1. 會長報告本學期之經費運用。 

          2. 幹部會議報告本學期之活動。 

          3. 詢問在場會員對於本會有無相關提案並於討論後表決是否採用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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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體會員皆有權利及義務參與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  大會休會期間，由會長處理一切會務，惟下列情事之一，會長應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決議： 

1.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2. 本會財產之處分。 

3. 其他和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十七條  大會之召開應於 7日前公告於本會專頁、本系臉書社團與各班班版。 

第十八條  大會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

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1.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2. 正、副會長之罷免。 

3. 本會財產之處分。 

4. 其他和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十九條  大會之表決方式，除十八條之 1、2項以外，均採平等、直接、舉手之方式表決。 

第二十條  臨時大會，遇下列情事之一得召開之： 

1. 會員二十人以上，以書面或本會專頁、本系臉書社團於版具名、具系級連署提請

會長召開。會長應於連署完成，或收到決議書後二十日之內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2. 幹部會議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提請會長召開。 

3. 會長主動召開。 

第二一條  臨時會員大會之職權與會員大會相同。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第二二條  本會組織架構，由會長領導下設五個部門，分別為行政部、公關部、財務部、活動

部、創意設計部。 

第二三條  各部會的工作分配與設置，依照本系學會《各部門工作細則》而籌設。 

第二四條  會長： 

1. 指揮各級幹部之運作。 

2. 主持各級幹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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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督及負責本會會務相關工作進度與推展。 

4. 辦理校方、系上、學生會委辦與交付之公文。 

5. 副會長與各級幹部由會長聘任之，會長得依情況由系會會員互推選之。 

6. 對於活動企劃書擁有否決權。 

7. 監督與修改幹部提出活動企劃書、活動檢討書、活動預算與各組工作進度。 

8. 擬定整學年年度計劃表。 

9. 排解各部會之間的問題，作為彼此之間溝通的橋梁。 

10.各年度依實際狀況與需求調整各部會下設之分組。 

第二五條  副會長： 

1. 會長無法出席各項會議時，為當然之代理人。 

2. 協助會長從事各項會務之規劃與監督。 

3. 協助本會各級幹部之溝通與合作。 

4. 協助系學會之運作與管理。 

5. 負責管理本系臉書社團及系學會網站、粉絲專頁。 

第二六條  總召： 

1. 於專案活動時由全體系學會工作人員互相推選之。 

2. 並得自行找尋副手 1~2人搭擋。 

3. 負責專案活動的統領與工作分配。 

4. 活動時間前兩個月，將企畫書繳交給系會長與系主任簽核。 

5. 活動完成兩周內製作成果報告書。 

6. 活動完成兩周內將金費核銷完畢。 

第二七條  行政部，職權與如下： 

1. 負責規劃與採買活動所需的物品。 

2. 負責本會文書資料的管理。 

3. 刪除。 

4. 負責會議記錄的整理，各項文書資料的建檔與彙整。 

5. 負責貴賓感謝狀印製。 

6. 負責製作簽到單、會議記錄單等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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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負責系學會評鑑事宜。 

8. 刪除 

9. 期中期末時籌劃補品選購。 

10. 刪除 

11. 刪除 

12. 刪除 

13.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14. 負責本系服飾訂製。 

第二八條  公關部，職權與如下： 

1. 負責對外系、外校及有關相關單位之聯繫、合作等事宜，及校內師長、處室聯繫

之工作。 

2. 負責發送邀請卡、感謝函等。 

3. 負責活動時的接待。 

4. 負責活動當天的攝影工作，並將照片整理好建檔。 

5. 負責系學會與系友會聯絡窗口。 

6. 負責各項活動之場地與器材的借用。 

7. 負責發佈對外消息，如：開會通知、FB最新消息等。 

8. 刪除 

9.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10. 擔任集會活動司儀。 

11. 負責本系會各項器材之清點與保管及製作產物清冊。 

12. 刪除 

13. 負責系會辦公室之辦法制訂並依該法執行。 

第二九條  財務部，職權與如下： 

1. 負責決算、出納、財務保管。 

2. 定時公布系學會收支情形，並公布收支明細表。 

3. 負責收取系學會會費。 

4. 負責製作系學會之總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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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負責系學會財務之清點與保管及制訂相關申請辦法並實施。 

6. 向學校申請各項系會補助款。 

7.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8. 負責系隊經費申請。 

第三十條  活動部，職權與如下： 

1. 負責活動之企劃內容及企劃書繕寫。 

2. 負責活動的構思與執行。 

3. 負責使用活動所需的器材設備。 

4. 刪除 

5. 刪除 

6.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第三一條  創意設計部，職權與如下： 

1.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宣傳海報、道具、邀請函與卡片設計等製作。 

2.負責系部的佈置。 

3.負責學生獎狀、感謝函等設計與製作。 

4.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第三二條  系刊組，職權與如下： 

1. 負責系刊企劃構思製作。 

2. 負責系刊製作與印製發放。 

3. 負責系刊文編與美編人員培訓。 

4.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壹 刪除 

第五章  經 費 

第三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 會員繳納之會費，詳細繳納辦法請見第二九條。 

2. 國立屏東大學補助款。 

3. 本會募捐或他人贊助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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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外機關申請的相關活動補助。 

5. 必要時經會員大會決議，得予調整會費或徵收臨時會費。 

第三四條  本系大一會員於新學期時繳交本會會費 4,000元，如有特殊情況者，可於一年級一

學年之內分期繳納。 

第三五條  轉學生之會費按比例原則金額數收取。比例原則條款 4：3：2：1，一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四年級。 

第三六條  若遇到可期或不可以預期之情況轉退學，而導致既有會員無法繼續在本系就讀者，

於當學年度下學期期末前一個月，或下學年度始學一個月內提出申請，本會按所餘

學期數依比例退還。 

第三七條  系學會於交接前，頇預留經費，且預留之經費不得低於前屆系學會所留預備金之百

分之九十。 

第三八條  會費之申請使用應得會長之同意，再由財務部記帳撥款。 

第三九條  本會對於本會之系隊補助，以每學年每隊以補助新台幣 1,000元整為上限，此外本

系每學年補助系隊之比賽報名費用一次。 

第六章  會 議 

第四十條  幹部會議：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2. 各項會務工作之與籌備。 

3. 提出各項工作事務與有益於系上、學會發展的建議案。 

4. 協調各部會之間的工作分配。 

5. 監督各部會工作進度，並聽取報告。 

第四一條  活動會議，活動負責人於活動舉辦之前至少召開一次活動籌備會議。 

第四二條  各種會議應以應到人數之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為有效。 

第四三條  各種議案之表決應以出席人數之二分之一以上參與為效，並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原

則。 

第四四條  各項會議時間由發起人提出，頇經全體幹部表決並同意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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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則 

第四五條  系隊定義： 

1. 本章程所謂之系隊，其隊名頇包含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或本系簡稱之球隊，但以人

文社會學院命名之隊伍不在此限。 

2. 隊員需有本會會員至少一名，且必頇經常性參與該隊伍之活動。 

3. 系隊補助原則將由幹部會議另訂相關辦法規定之。 

第四六條  學會解散頇經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使得為之，若因評鑑列為丁等或因其它不

可抗拒之因素則不在此限。 

第四七條  本章程經全體會員大會通過後方可執行。 

第四八條  章程修正案需由本會會員提出，三分之一會員出席，並經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使得加以修改。 

第四九條  本系系會長由系會會議決定當次選舉是否由國立屏東大學學生會舉辦之三合一選舉

統一舉辦，並得以連選連任一次。 

第五十條  本會財產之處分頇經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使得為之。 

第五一條  本章程未規定者依照內政部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五二條  本會章程制定及修正需經由會員大會通過，送交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辦公室核准，

並送交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報備施行之。 

第五三條  為確保系學會正常運作，前屆系學會幹部得備詢現任系學會幹部，以達監督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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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內容或說明 

第 22條 

本會組織架構，由會長領導下設六

個部門一個處室，分別為行政部、

公關部、財務部、活動部、創意設

計部。 

第 22條 

本會組織架構，由會長領導下設

五個部門，分別為行政部、公關

部、財務部、活動部、創意設計

部。 

因應現今制度而修改，

現僅存五個部門且無設

置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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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學會 

組織架構 

 

  

公關部 

活動部 

創意設計部 

行政部 

系刊組 

文書組 

服務組 財務部 

會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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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部門工作介紹： 
部  門 工作職掌 

會  長 

1. 系學會總負責人，辦理校方、系上、或學生會交付之公文 

2. 職責在於帶領整個系學會事項的運作，負責會務之進行與推展，擬定整學年

度之年度計劃，指揮各部之間事務的運作，讓該舉辦之活動進行順利，並針對

舉辦的活動督導。審視幹部所提出活動企畫書、活動成果報告書、各組工作報

告及活動預算，並修正給予建議 

行政部 

1. 負責系會的各項行政業務 

2. 書面資料的記錄與整理，包括會議記錄的整理，各項文書資料的建檔與彙整，

製作系上通訊錄簽到單、會議記錄表等書面資料。與獎狀、感謝狀的印製 

3. 負責規劃與採買活動所需的餐點或相關物品。並在期中期末時籌劃補品選購

與發放事宜 

4.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活動部 

1. 負責活動之企劃內容及企劃書繕寫，活動的構思與執行，使用活動所需的器

材設備 

2.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公關部 

1. 有關對外系、外校及有關相關單位之聯繫、合作等事宜，及校內師長、處室

聯繫之工作 

2. 活動時為當然發送邀請卡、感謝函、接待等工作者。對於各項活動之所需場

地與器材，負責借用事宜的主要人 

3. 擔任集會活動司儀 

4.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5. 負責發佈對外消息，如：開會通知、FB最新消息等 

6. 負責各活動當天攝影工作 

7. 負責本系會各項器材之清點與保管 

8. 負責系學會與系友會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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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部 

1. 為系學會財務等事宜之負責部門，例行性地進行決算、出納、財務保管。並

定時公布系學會收支情形，並公布收支明細表 

2. 負責收取系學會會費、負責製作系學會之總帳。對於系學會財產進行清點與

保管工作。向學校申請各項系會補助款 

3.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4. 負責系隊經費申請 

創意設計部 

1. 負責活動場地佈置、宣傳海報、道具、邀請函與卡片設計等製作 

2. 負責系部的佈置 

3. 負責學生獎狀、感謝函等設計與製作 

4.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系刊組 

1. 負責系刊企劃構思製作 

2. 負責系刊製作與印製發放 

3. 負責系刊文編與美編人員培訓 

4. 依照各活動需要支援其他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