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 

103.12.12 103級第一學期第三次常會制訂三讀通過 

105.03.24 104級第二學期第二次臨時會修正三讀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條 本規則依學生議會組織法第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條 學生議會之會議依本規則及學生會其他相關法規行之，學生議會之會議，包括

常會及臨時會。 

第 3條 學生議員（以下簡稱議員）因事故不能出席學生議會大會會議時，應通知秘書

處請假，未請假者列為缺席。 

第 4條 本會會議，秘書長應列席，秘書長因事故不能列席時，由秘書處秘書列席。 

第 5條 本會會議出席者及列席者，均應署名於簽到簿。 

 

第二章 提案 

第 6條 議案之提出，以書面行之，如係法律案，應附具條文及立法理由。 

第 7條 法律案之提出得經由下列任一方式提交法規委員會進行第一讀會：  

一、學生議員三人所共同提出之法律案。 

二、學生議員提出之法律案，經由議員總人數十分之一以上之連署。 

前項之提案，應於法規委員會召開委員會議前，向其提交。 

第 7-1條 其他非法律、預算、決算案之提出者，除另有規定外，應有議員總人數十分

之一以上之連署。 

第 8條經否決之議案，除在同一會期中提出復議外，不得再行提出。 

 

第三章 議程 

第 9條 議程應按每會期開會次數，依次分別編製。 

第 10條 議程應記載開會年、月、日、時，分列報告事項、質詢事項、討論事項或選舉            

等其他事項，並附具各議案之提案全文、審查報告暨關係文書。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報請大會不予審議之議案，應列入報告事項。但非法律、預

算、決算案得由出席議員提議，一人以上附議，經表決通過，改列為臨時動議

討論事項。 

第 11條 本會會議審議委員會提案與議員提案，性質相同者，得合併討論。 

議案之排列，由秘書處定之。 

第 12條 大會議程由議長編擬，除有特殊情形外，至遲於大會開會前一日以紙本或電子                

檔送達秘書處。 

第 13條 遇應先處理事項未列入議程，或已列入而順序在後者，出席議員得提議變更議                

程。 

前項提議，不經討論，逕付表決。 



第 14條 議程所定議案未能開議，或議而未能完結者，由議長編入下次議事日程。 

 

第四章 開會 

第 15條 學生議會每屆預備會議選舉議長、副議長，依下列程序進行之：  

一、議員報到就職。 

二、議長選舉： 

（一）投票。 

（二）開票。 

（三）宣布選舉結果。  

三、副議長選舉： 

（一）投票。 

（二）開票。 

（三）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選舉，應採紙本秘密且無記名投票進行之，如第一次投

票未能選出時，繼續進行第二次投票。 

第 16條 預定開會時間已逾三十分鐘，不足法定人數，主席得延長三十分鐘。 

若經延長仍不足法定人數時，主席即宣告延會或改為談話會。  

談話會欲作成決議，必頇採三二決。 

第 17條 報告事項畢，除有變更議程之動議外，主席即宣告進行討論事項。 

第 18條 本會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第 19條 議程所列之議案議畢，或散會時間已屆，主席即宣告散會。 

會議進行中，出席議員得提出散會之動議，經一人以上附議，不經討論，由主

席逕付表決。 

第 19-1條 臨時動議時間，議員得經一人以上附議提出議案。前項之議案不得為法律案、

預算案及決算案，但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臨時動議非自由發言時間。 

第 19-2條 臨時動議時間結束，應進入建議與聲明時間，為自由發言時間，發言應取得

主席許可，其時間以外，其內容無所限制。 

第 20條 散會時間已屆而議事未畢，主席得徵詢出席議員半數同意，酌定延長時間。 

 

第五章 討論 

第 21條 主席於宣告進行討論事項後，即照議事日程所列議案次序逐案提付討論。 

第 22條 出席議員提出權宜問題、秩序問題、會議詢問或其他程序之動議時，主席應為

決定之宣告。 

前項宣告，如有出席議員提出申訴，經三人以上附議，不經討論，主席即付表

決。 



該申訴未獲表決通過時，仍維持主席之宣告。 

第 23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經徵得出席議員同意後，                

得宣告停止討論。 

出席議員亦得提出停止討論之動議，經一人以上附議，不經討論，由主席逕付

表決。 

前項之表決，採過半決。 

 

第六章 表決 

第 24條 學生議會議案之表決方法如下：  

一、口頭表決。 

二、舉手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唱名表決。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方法之採用，由主席決定宣告之。 

第 24-1條 表決可否決數及其定義如下：  

一、過半數決：欲達成某決議，需達有效票數過半數以上。 

二、三二決：欲達成某決議，需達有效票數三分之二以上。  

對於議案之表決，本議事規則未有特別提及者，以前項第一款為原則。 

議案表決之可否決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25條 討論終結或停止討論之議案，主席得提付表決。如當場不能進行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表決時，主席應即宣告定期表決及表決日期，並於表決

前三日通知之。 

第 26條 主席宣告提付表決後，出席議員不得提出其他動議。 

但與表決有關之程序問題，不在此限。 

第 27條 出席議員對於表決結果有疑問時，得提出權宜問題，經主席認可後，可重行表                

決， 但以一次為限。 

主席如對表決結果有疑問時，可逕行請求大會重行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第 28條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記錄之。 

第 29條 本會會議進行中，出席議員對於在場人數提出疑問，經清點不足法定人數時，                

不得進行表決。 

議案表決前，如未有出席議員提出額數問題，無論有無議員中途離席，其表決

均應以主席最後宣佈在場人數為計算標準。 

 

第七章  聽取報告與質詢 

第 30條 本會每次定期大會開會時，學生會會長應將施政方針、本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                

行經過、結果及施政情形提出報告，並接受質詢；學生會各一級機關首長暨相



關業務主管，應列席報告業務推行情形，並接受質詢。 

前項決議案執行經過情形及施政報告，應於開會十日前以書面送達本會。 

第 31條 學生會會長應於本會定期大會開會時到會，對施政報告作口頭說明；議員對學                

生會會長之施政報告及學生會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暨相關業                

務主管之業務報告有疑問時，得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 

第 32條 議員質詢辦法另定之。 

第 33條 議員之質詢，學生會應即時以口頭答覆。 

第 34條 質詢事項不得作為討論之議題。 

第 35條 議員質詢內容應以學生會為範圍，如有超越權責時，主席應即制止，經制止無                

效者，主席得令其退出議場，情節重大者，並得移付懲戒。 

 

第八章 發言 

第 36條 學生議員、列席人員發言，應舉手並高呼「主席」，待主席示意同意後，始得                

發言。 

第 36-1條 主席應以下列原則綜合考慮發言之優先順序：  

一、學生議員。 

二、尚未發言者。 

三、發言次數較少者。 

四、座位距離主席較遠者。  

五、原提案人。 

第 36-2條 在場人員之發言，以針對同一議案或標的，可進行二次發言，如有特殊狀況

由主席界定之。 

第 36-3條 議員破壞議事秩序，有損議會尊嚴或發言超出範圍涉及個人私事，或有無禮

辱罵情事時，主席得予警告制止。如不聽從時，主席得禁止其當日之發言或

令其退出議場，其情節重大者，得付懲戒。 

列席人員不遵守議事秩序，主席得予警告制止。如不聽從時，主席得令其退

出議場，並移付懲戒。 

第 36-4條 會議時凡頇退席者，應先通知主席。 

第 36-5條 主席欲發言，應先徵詢在場所有議員尚欲發言，俟無議員發言後，主席方可

發言。 

若回應對象為議員或委員會委員，則不限於此款。 

 

第九章 復議 

第 37條 決議案復議之提出，應具備下列各款： 

一、證明動議人確為原案議決時之出席議員，而未曾發言反對原決議案者。 

二、具有與原決議案不同之理由。 



三、兩人以上之附議。 

決議案復議應由口頭或書面提出。 

第 38條 復議動議及時間，應於原決議案尚未著手執行前提出，並頇提出於同次會議或                

同一會期之下次會議，提出於同次會議，頇有他事相間，提出於下次會議，頇

符合前條第一款之規定，如不能證明，應得議決該案之會議出席人十分之一以

上附議，並列入下次會議議程。 

第 39 條 對於法律案、預算案部分或全案之復議，得於一讀或二讀後，依前兩條之規定

行之。 

第 40條 復議動議經表決後，不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第十章 讀會 

第 41條 學生會、議會規章案及預算案應三讀會議決之。 

第 42條 第一讀會由主席宣讀議案標題行之，全案內容有宣讀必要者，得指定人員為之。 

前項議案於宣讀標題後，應交付有關審查委員會審查。但得決議不經審查而逕

付二讀或撤銷之。 

第 43條 第二讀會由各審查委員會審查或經第一讀會決議不經審查逕付二讀之議案，提

付討論時行之。 

前項讀會應將議案宣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或就原案要旨或審查意見，先作

廣泛討論，出席議員得提案將全案重付審查，應有二人以上之附議，經大會通

過後為之。 

第 44條 第三讀會應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由主席提議或出席議員提議並有二

人以上附議，經大會通過者，得於二讀會後繼續進行三讀。 

第 45條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互相牴觸或與中央法規牴觸者外，僅得為文字之修

正，不得變更原意。 

第三讀會應將全案提付表決。 

 

第十一章 其他附屬動議 

第 46條 對於議案未能有共識、認知不全或有委付他人執行之必要者，得行付委動議，

經一人以上附議，進行該付委動議之討論。 

付委動議如為臨時組成者，應由動議人說明如下要件： 

一、委員會名稱。  

二、委員會人數。 

三、委員會召集委員產生方式。 

四、委員產生方式。  

五、授權處理範圍 

六、處理時限。  



前項各款均得以修正動議修正之。 

付委動議之議案得交付本會學生議會組織法明訂之各委員會。  

付委動議應經表決，決議通過者大會即暫停處理該議案。 

第 47條 對於議案未有共識或內容模糊無從討論者，得提擱置動議。 

擱置動議經一人以上附議不得討論，逕行表決。  

議案遭擱置動議處置於下一議案結束討論前，均不得再行討論。 

若欲重新討論被擱置之議案，應經過一人以上附議以及表決，提出抽出動議。 

 

第十二章  會議紀錄 

第 48條 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屆別、會期、會次及其年、月、日、時。 

二、會議地點。 

三、出席者之姓名、人數。 

四、請假者之姓名、人數。  

五、缺席者之姓名、人數。  

六、列席者之姓名、職別。  

七、主席。  

八、記錄者姓名。 

九、報告及報告者姓名、職別暨報告後決定事項。  

十、議案及決議。 

十一、表決方法及可否之數。如經大會議決採唱名表決或記名表決時，並應記

載其姓名。 

十二、其他事項。 

第 49條 每次會議之會議紀錄，於下次會議時，由秘書長或秘書宣讀，或由主席徵詢在

場議員同意，不宣讀，自行參閱。 

前項會議紀錄，出席議員如認為有錯誤、遺漏時，得立即發言指出或以書面提

出，由主席處理。 

第 50條 會議紀錄應印送全體議員，經宣讀後，並登載校內公布欄或同意之公開場域。 

 

第十三章 附則 

第 51條 本會會議旁聽規則、採訪規則，另訂之。 

第 52條 本規則由大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