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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私立聖心女子高級中學學生自治聯誼會組織章程 
106.4.25 修訂 

107.8.1 修訂 

108.9.12 修訂 

第一章 成立宗旨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聖心女中學生自治聯誼會，簡稱自治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發揚聖心精神，樹立良好學校風氣，增進同學友誼

以及為同學服務為目的。 

第 三 條 本會在學務處輔導之下權責如下︰ 

(一) 維護同學權益。 

(二) 代表全校學生陳述意見。 
(三) 辦理全校性活動。 
(四) 扮演學校與學生的溝通橋樑，以期發揮自我領導力，

共同合作發揚聖心精神。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 四 條 自治會組織如下： 

 

 

 

 

 

 

 

 

 

 

 

第 五 條 會長由全校普選產生。 

第 六 條 會長職權： 
(一) 對外為學生代表，對內負責領導全體自治會幹部及各

班幹部辦理自治事項。 
(二) 負責召開自治會幹部會議，帶領股長接受質詢，並處

理學校交辦事項。 
(三) 保管會章，擬定各股正副股長名單。 

第 七 條 會長之產生： 
(一) 由全校同學於暑輔期間內，在校採直接、無記名、公

平方式投票圈選之。 
(二) 會長以高二各班候選人為主，須參加校內所辦之政見

發表會及宣傳活動。 
(三) 如有同票狀況得公開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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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競選會長資格： 
(一) 高二同學，學年學業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學年德行

表現：出席率達 90％，無小過以上之紀錄並有記功嘉
獎紀錄者。 

(二) 登記候選人經學校學務處審核後公布。 
第 九 條 會長之罷免： 

(一) 五位以上班長獲該班四分之三以上同學同意後連署，
於班長會議中提出具體理由，經會議三分之二出席者
通過送交學務會議、導師會議、行政會議通過始成罷
免案。 

(二) 罷免案得由副會長呈學務處核准。 
(三) 小過以上之處分，得終止其職務。 

第 十 條 副會長之產生： 
(一) 同第七條。 
(二) 副會長以高二及國二各班一候選人為主，須參加校內

所辦之政見發表會及宣傳活動。 
(三) 同第七條。 

第十一條 競選副會長資格： 
(一) 高二同學，熱心服務、品行優良者。 
(二) 同第八條。 
(三) 國二同學領域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學年德行表現：

出席率達 90％，無小過以上之紀錄並有記功嘉獎紀錄
者 

第十二條 副會長之罷免： 
(一) 五位以上班長獲該班四分之三以上同學同意後連署，

於班長會議中提出具體理由，經會議三分之二出席者
通過送交學務會議、導師會議、行政會議通過始成罷
免案。 

(二) 罷免案得由會長呈學務處核准。 
(三) 小過以上之處分，得終止其職務。 

第十三條 各股股長選舉： 
(一) 各股正、副股長，學年學業平均在七十分以上。學年

德行表現：出席率達 90％，無小過以上之紀錄並有記
功嘉獎紀錄者。 

(二) 各股正、副股長得由會長推派之（限二年級），並於當
選後一週內提交學務處核准始上任。 

第十四條 各股正、副股長罷免辦法： 
(一) 五位以上班長獲該班四分之三以上同學同意後連署，

於班長會議中提出具體理由，經會議三分之二出席者
通過送交學務會議、導師會議、行政會議通過始成罷
免案。 

(二) 罷免案由會長呈學務處核准。 
(三) 小過以上之處分，得終止其職務。 

第十五條 股員遴選方式：限高二、一、國二同學。 

第十六條 各股組成（由高一、二、國二同學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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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股︰由各班推舉品行優良、負責之風紀股員四人組成。 
學宣股︰由各班推舉具有美術、寫作才能、富有創意之學宣

股員二人組成。 
服務股︰由各班推舉負責公正之服務股員三人（高一二每班

四人）組成。 
康樂股︰由各班推舉富有創意之康樂股員二人組成。 
總務股︰由總務股長自行選一~二人組成。 
秘書股︰由秘書股長自行選一~二人組成。 
資訊影像股：由資訊股長自行選一~二人組成。 

第十七條 各股負責老師所推薦表現優良之同學得經當屆股長會議審

核後始決定是否留任。 
第十八條 被遴選之股員，如欲調動他股，得於交接後一週內經股長

會議通過，學務處同意後始可調動。 

第十九條 各班於學期初所遴選之股員名單，經會長呈請學務處核准

任命。學務處得依下列狀況提出質疑更動。曾嚴重觸犯校

規者、狀況特殊者得以酌情處理。 

第二十條 學務處所提之更動得經股長會議通過並請該班遞補一名人

選，於一週內報請學務處核准。 

第三章 獎懲 

第廿一條 股長得以在股長會議中提出該股負責之股員，並提出具體

理由經股長會議通過，由總務股於股員大會時頒以實質獎

勵並報請學務處核獎。 

第廿二條 合於下列各項狀況者，股長得以於各股會議提出並在股長

會議中提出具體理由經表決通過後，得以呈請學務處核准

公布罷免。 
(一) 連續三次無故未告假、未出席會議。 
(二) 無故不執行評分，捏造分數者。 
(三) 經由同學檢舉違規查證屬實，自身形象不夠端正者。 
(四) 其他合於罷免事項。 

第廿三條 凡擔任幹部違反校規者，以雙倍論處。 

第四章 各股執掌 

第廿四條 風紀股 
(一) 協助全校秩序之維持。 
(二) 協助學務處做各類檢查。 
(三) 負責守時、秩序等比賽及其他有關風紀之事項。 

第廿五條 學宣股 
(一) 負責校內各項學藝活動之籌劃推行。 
(二) 佈置各項活動場地。 
(三) 推動校內讀書風氣。 
(四) 負責各項問卷製作、公佈欄繪製及其他有關學藝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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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六條 服務股 
(一) 維護校內環境整潔。 
(二) 負責校內整潔比賽及其他有關服務之事項。 
(三) 協助各股場地的商借與佈置。 

第廿七條 康樂股 
(一) 負責餐廳音樂之播放。 
(二) 籌劃推行自治會及學校各項康樂活動。 
(三) 協助學宣股對本會活動進行宣傳。 
(四) 促進班與班聯誼及其他有關康樂之事項。 

第廿八條 總務股 
(一) 收繳本會之款項並公佈各項收支帳目。 
(二) 採購本會所需之物品並負責保管。 
(三) 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第廿九條 秘書股 
(一) 出席股長會議及股員大會並記錄各有關事項。 
(二) 負責保管歷屆檔案資料，非經會長、副會長同意，他

人不得調閱。 
(三) 保管各項自治會有關文書，並為自治會信箱做書面答

覆。 
第 卅 條 資訊影像股 

(一) 出席股長會議及股員大會並協助各項資訊影像事宜。 
(二) 協助相關活動資訊影像事宜。 

第五章 各項會議權責 
第卅一條 自治會股員大會： 

(一) 每學期召開二次，分別於期初、期末舉行。由會長召
集，並邀請校長、各處室主任、各組指導老師、教官
列席指導。 

(二) 各股提出工作報告。 
(三) 各股得以提出質詢。 

第卅二條 股長會議： 
(一) 視會內工作情形召開。 
(二) 由會長召集，討論並瞭解各股工作概況。 
(三) 活動人手之總協調。 

第卅三條 各股會議： 
(一) 由各股股長召集，每月至少開會二次。 
(二) 籌備計劃各股分項工作。 

第卅四條 全校性各股會議： 
(一) 不定期由自治會各股股長召開、報告及轉達自治會工

作評分概況。 
(二) 各班班長得以提出質詢建議。 

第卅五條 班長會議： 

(一) 每學期召開次數由學期初第一次班長會議中決定。 
(二) 由會長負責召集，報告自治會工作概況，並帶領自治

會各股正、副股長列席接受質詢答覆。 



5 

(三) 如遇重大事項，可召開臨時會議。 

第六章 經費之提領 
第卅六條 各項費用若超過五百元以上需經股長會議同意始得動用。 

第卅七條 經費之提用需在事前獲學務主任、會長或副會長之簽字認

可使用，報帳以發票為據。 

第七章 章程之修改 
第卅八條 本章程條文之修改得經自治大會或班長會議提出。 

第卅九條 本章程經代表出席五分之四以上，三分之二出席者同意始

正式通過。 

第四十條 本章程經呈學務處、行政會議審核通過後始正式公布施

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