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屆系學會草創 

第 15屆系學會修正 

目錄 
 

  教育系系徽 

  團隊簡介 

  真誠守則 

  系會長的話 

  指導老師 

  組織章程 

  正副會長及議員(2位) 

 選舉罷免辦法 

  幹部產生辦法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系學會 

  財產管理及借用辦法 

  12屆-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 

  15屆-第二次系會員代表大會 

   修訂內容 

  組織架構圖 

  股員名單 



第 12屆系學會草創 

第 15屆系學會修正 

  各股工作 

 

 
 

教育系系徽 
  



第 12屆系學會草創 

第 15屆系學會修正 

教育系系徽 

 
蝴蝶代表美麗的飛翔著，將

教育變得很有意義而不只是

在教書；花朵盛開綻放就像

培育新一代的孩子們，讓他

們成長；而教育就像培養這

一朵朵花苞的肥料，孕育著

他們。 

    花苞、花跟蝴蝶就像是

教育一樣，教師教育著下一

代讓這朵花苞成長、綻放，

而下一代的孩子也能成為別人教師，再讓下一代的蝴蝶吸取花蜜，蝴

蝶便能美麗的飛翔；蝴蝶吸取花蜜，也是在幫花授粉、延續生命，就

像是教師在教學同時也在從學生身上學習，互相進取；不只是單方面

的傳授，而是互相的學習並延續教育。 

    老師就像是一股支持學生前進的力量，而教育就是那雙溫暖的

手。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間的花就像一片代表屏教的木瓜葉，這

不僅是代表教育，更是代表了屏東教育大學的教育學系。 

    冷色系的藍色配上暖色系的橙色，互有優缺的性格互相搭配，教

育是可以更多元化的，互補色的關係讓兩個顏色可以融洽的搭配，兩

者調和而成的高彩度的灰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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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簡介 
教育學系系學會有另一個最美麗的名字─「真誠團隊」成立目的

是為提供真誠服務，增進系上同學的感情交流、傳達會員心聲、謀求

全體會員之福利，並舉辦各種能增進系上同學知識及充實自我之活

動。本系同學為系學會會員，以會員會費、外界補助或捐款與活動盈

餘作為系學會之經費來源。 

真誠團隊目前已運行到第十五屆，設有會長、副會長各一人與兩

位議員，並有活動、資訊(附設 IG小編)、總務、文宣、公關、體育、

服務等八個部門合力運作系學會。舉凡關於本系同學(會員)之權利與

義務，系學會皆盡心盡力使會員得到最高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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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守則 

1、 刻苦耐勞、能屈能伸；我願意完全信服系學會，真心誠意為 

系上服務。 

2、 團結力量大，夥伴之間不勾心鬥角、記恨抱怨。 

3、 負責工作要主動積極，不拖延耽誤。 

4、 做好協調與溝通的工作，耐心聽從上級指示。 

5、 開會準時，把握能做事的每一分秒。 

6、 開會請攜帶紙、筆，牢記每一份任務。 

7、 開源節流，廢物利用，為系上省下每一分錢。 

8、 發揮獨特創意，只要是沒有違反善良風俗之點子，皆可列入 

採納範圍。 

9、 相互討論，提共自己的意見，協助大家有個更好的想法，增進

系上活動之運作。 

【真誠團隊箴言】 

教育系學會 我們最真心 

教育系學會 我們最熱誠 

我們是真心又熱誠的真誠團隊 

我們秉持用心、真心、熱心去做事 

是你最佳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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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會長的話 
【追求創新，勇於挑戰】 

  在這個世代中，我們需要不斷的增進自我的能力，也必須要有勇

氣去挑戰新的事物，只要有了想法便不要畏懼害怕。而是勇於實踐，

並追求獨特創新之事物，跌倒了就站起來，遇到挫折了，就勇於克

服，如此才能成為一位好的領導者。 

 

【互相溝通，了解彼此】 

  到了大學，會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會是你的得力助手，有些

則是你的競爭對手。但這兩種人卻都會是你生命中的貴人，適時的溝

通並了解對方，能夠使你在大學生活中，活得更精采充實，未來出社

會後還能有更多的依靠。 

 

【相遇即是緣分，把握每一位夥伴的緣分】 

  能遇見一群夥伴是如此特別的事情，我們能在大學階段中相遇、

相聚，互相共事、學習，是多麼奇妙的事情。我們都害怕對於未來社

會的徬徨與無助，也擔心著課堂上的事情無法完成。但，我們是擁有

一群會陪伴者你、一起闖、一起衝的夥伴，使我們再也不畏懼任何困

難與挑戰。 

 

【用笑看待每一天】 

  生命中常常會遇到許多不如意之事情，每天也會遇到不同的人事

物，若你凡事用一個不合你意的態度去處理，如此就算真的解決也會

是疲勞的完成。但是，相反的如果用樂觀的心情處理事務，卻會有不

同的感受，也會對未來的每一件事都更有活力，並更加勇於挑戰新的

事物。 

第十二屆系會長 蔡宜倫 

【堅定自信，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系上活動多同時也要顧好自己的事，難免總會擔心顧此失彼、蠟

燭兩頭燒情況發生，有時會被這些事搞的不耐煩會想都放著不做，甚

至是懷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請別急著先放棄，先整頓好心情休

息一下再回來，與夥伴們討論後做出規劃安排再逐一實踐，用心把每

件事做好，相信自己可以的。 
第十五屆系會長 李光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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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徐偉民 

職稱：教授 

現任：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系主任 

專長：數學教材研究 

 

李雅婷 

職稱：教授 

現任：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教育學院 副院長 

專長: 數學教材研究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士 

研究專長：課程理論、課程發展與設計、 

課程美學 

 

 

第 15屆至今指導老師 

第 13、14屆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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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97.01.09本系 9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0.12.15本系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匯員代表大會修訂通過 

101.3.7本會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101．5．28本會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101.09.25本系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修訂通過 

104.11.4本系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修訂通過 

110.03.08本系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國立屏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

法」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學會定名為『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系學會』(以下簡

稱本學會) 

 

第三條   本學會之宗旨如下: 

一、 增進系上同學及師生間之情誼。 

二、 促進校際與系際各項活動之交流。 

三、 加強同學對本系之認同，團結合作、增進系譽。 

四、 為系上同學服務、爭取福利。 

五、 提升本學系學術風氣。 

 

第四條   本學會受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教育學系指導。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本系全體人員皆列為普通會員資格，有繳費者升為黃金會 

         員有享受較佳福利之權利 

第六條   升大二的每個人至少得選一個股加入，只能換股不得退股 

         (*須告知雙方股長及正副會長，經同意才可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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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學會黃金會員得享有下列權利 

          一.可減免活動入場費(依系上各股詳細規定為主)  

二、享有會員代表大會之提議、表決、發言等權利。 

三、得參與本學會所舉辦之活動。 

四、享有本學會所提供之各種福利(補品)及借用器材物品

之權利。 

第八條   本學會黃金會員應盡下列義務: 

一、繳納系學會會費。 

二、遵守本章程及系學會會員代表大會所決議之議案。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詳細規定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議決重大提案。 

 

第十條   本學會會員代表大會由當然代表及選舉代表所組成，其組 

         成方式如下： 

一、當然代表包括系學會會長、副會長、系學會幹部及各

班班代，若各班班代為非黃金會員，則由該班另推舉一人

替代之。 

二、選舉代表由每班推選四位，任期為一學期。  

 

 

第十一條  系學會會長之職權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學會，對內向全體會員負責，綜理會務與負

責行政之協調，推動本學會之運作。 

二、主持會員代表大會及幹部會議。 

三、聘任顧問及各股幹部。 

四、代表本學會出席各級、各項學會相關會議。 

五、負責活動及開會場地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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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副會長之職權如下： 

一、協助會長處理各項事務。 

二、協助系學會之運作與管理。 

三、會長因事不得行使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四、負責本會對外之聯繫工作。 

五、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第十三條 活動股置股長 1人，並得置副股長 2人。職權如下： 

一、策劃系上迎新活動、送舊晚會、系出遊、主題活動。 

二、提出活動策劃書供文書建檔。 

三、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第十四條 服務股置股長 1人，並得置副股長 1人。職權如下： 

一、協助活動進行及期中期末補品發放。 

二、教育週活動相關業務安排與商品訂購。 

三、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第十五條 總務股置股長 1人，並得置副股長 1人。職權如下： 

一、收取系學會會費並保管，審查各項支出。 

二、系學會會費經常帳之收支與公佈。 

三、系學會財務的管理、本學會各項收支憑證之保管，如有

遺失，應負上賠償責任。 

四、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五、負責本學會器材之清點、保管與借用。 

 

第十六條 IG小編設置於資訊股下，有 2名小編。職權如下： 

  一、發 IG文公告每學期的活動宣傳 

  二、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第十七條 美宣股置股長 1人，並得置副股長 1人。職權如下： 

  一、製作活動宣傳海報、期中 all pass小卡。 

  二、協助美術方面事項的設計。 

  三、各項活動之場地佈置。 

  四、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第十八條 體育股置股長 1人，並得置副股長 2人。職權如下： 

  一、承辦系學會各項運動事宜。 

  二、督導各系隊之營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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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第十九條 資訊股置股長 1人，並得置副股長 1人。職權如下： 

  一、協助系上每次活動及開會的拍攝工作，並整理建檔。 

  二、官方 facebook及網頁製作與維護。 

  三、負責本學會各項活動網路資訊之宣導。 

  四、負責電子報之排版與發送。 

  五、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第廿十條 公關股置股長 1人，並得置副股長 1人。職權如下： 

一、負責帶動中小學 

二、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第廿十一條 本學系主任為本學會之指導老師。為使本學會順利運

作，得遴聘顧問若干名，由系會長聘任之。 

第廿十二條 議員設置 2人，選舉方式如同正副會長一同選出， 

           職權如下: 

        一.審查系會辦活動之預算 

        二.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 

        三.協助正副會長交代事務 

 

第四章  會議 

 

第廿十三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系會長召集之，每學期期初、期末召開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召集時除緊急

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日前以網路或書面通知，臨

時代表大會的召開應於十日內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

如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時，得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或

於大會前請假。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臨時會員代

表大會由系會長或二分之一以上會員代表連署召開。 

 

第廿十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少於二分之一之會員代表出席，不得開

議。提案需出席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廿十五條 本會幹部會議每學期應於每學期召開，各股股長應出席

會議，如有不能親自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股員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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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費 

 

第廿十六條 本學會的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所繳之系學會會費。系學會會費之繳交以四學年

計算，共計貳仟伍百元整，應於新生入學時繳交。 

二、向學校申請通過之活動經費補助。 

三、本學會會員轉學或退學者，以學期為單位，依比例退

還會費。 

 

第廿十七條 本學會經費由系會長會同總務股，參照前一學年活動收

支情形，於開學後一週內編列完成學年度預算，並陳報

指導老師同意後，提會員代表大會報告及同意。 

 

第廿十八條 本學會會員所繳之系學會會費，金額如需變更，應在會

員代表大會中提出，經出席人員參與表決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可通過。 

 

第廿十九條   本學會之一切活動費用支出情形，應於每學期期末彙

編完成，陳報指導老師同意後，提會員代表大會報告

並公佈之。 

 

第三十條 開學後拒絕繳交系學會會費之本學系會員，即自動喪失會

員所享之各項權利，但仍須恪遵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義務。若要參與系學會辦理之活動，本學會將另外收取

活動相關費用。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系學會會長於學年結束前得視副會長及幹部之工作表現

發給相關服務證明以茲鼓勵。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幹部會議或會員四分之一連署

提案至會員代表大會，經會員代表大會會員過半數之

出席及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施行之。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陳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核定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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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系學會 

正副會長及議員選舉罷免辦法 
104.11.4 本系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10.03.08本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一、 系學會長與議員之候選人資格為本學系升大三之全體人員，若

無人登記參選，須由升大三各班同學推選之，正副會長各一

名、議員兩名，正副會長之候選人組合可同班或不同班，議員

兩名也可同班或不同班  

 

二、系學會正副會長選舉辦法與學生會、學議會共同舉行三合一選

舉，辦法依學治會所公佈。(三合一選舉舉行日期為每年 5月若本系因

故未能參與三合一則自行另擇日期舉辦選舉) 

 

三、系學會會長與議員之罷免須經三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召開會員

大會，經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通過，得罷免

之。系學會會長出缺時，若所剩任期不到三個月，由副會長代理至任

期結束，若所剩任期超過三個月，則由副會長暫代，並於三週內改選

新系學會會長完畢。 
 

 

 

 

  



第 12屆系學會草創 

第 15屆系學會修正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系學會 

幹部產生辦法 
104.11.4 本系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10.03.08本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本學會幹部會議設置系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議員二位、活動

股、服務股、總務股、文宣股、體育股、資訊股(IG小編)、公關股等

各股股長一人，系會長由本學會之全體會員選舉產生之，任期為一學

年，不得連任。各股股長由系學會會長就任後聘任之，任期與系會長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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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系學會 

財產管理及借用辦法 
104.11.4 本系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 

本辦法依據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學系學會組織章程第十七條第五點

規定制訂。 

第  二  條     本會財產除經費部分由組織章程另行規定外，其餘財產項目適用本辦

法。 

第  三  條     本會負責人為財產當然保管人，對本會財產負保管之責任。 

負責人得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委由總務股負責本會日常財產管理及借

用事宜。 

第  四  條     本會負責人須於每學年九月及五月進行財產清點，並完成製作財產清

冊。如有遺失、短少或損壞除依本法第五條規定外須購置新品賠償。 

第  五  條     本會財產若超過使用年限或不堪使用，由保管單位提出、會長核定並

經系學會幹部會議以決議通過後即可進行報廢。 

第  六  條     本會財產除本會會章及單位章須由總務股長保管不得借用外，其它財

產皆可依本辦法相關規定提出借用申請。 

第  七  條     本會財產之借用對象僅能為本系之師生。 

第  八  條     （借用天數） 

每次借用天數以 7日為限，超過限制天數需重新申請。 

第  九  條     （借用方式） 

一、須於活動日前 2週至活動前 3日填妥申請單向總務股辦理。 

二、須於申請單填妥借用日期及預定歸還日期，不得逾期歸還，違反

者將繳交滯納金(每樣物品逾期一日十元，以此類推)。             

三、器材借出至歸還為止，借用單位應負器材保管之責任，切勿於借

用期間私自將器材轉借他人，如有此情形發生，則罰款該單品原價

10%。 

第  十  條     (借用流程) 

          一、登記： 

           1.於器材借用排程表確認器材的借出狀況 

http://www.act.nptu.edu.tw/files/11-1056-5817.php?Lang=zh-tw


第 12屆系學會草創 

第 15屆系學會修正 

           2.填寫系學會財產借用申請表 

           3.於活動日前 2週至活動前 3日持系學會財產借用申請表向總務股           

               長登記借用。 

           二、領取： 

               於借用日當天攜學生證至會辦行清點及確認器材完善工作，確   

                認完畢後行簽收。 

            三、歸還： 

               於歸還日當天至會辦行歸還動作，由總務股長行清點及確認器 

                材完善工作。  

第  十一  條     （歸還方式） 

須於本校上班時段將借用之財產歸還保管單位；經保管單位清點，若

發生短少或損壞，該借用對象須負責維修或購置新品賠償。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現行相關法規辦理。 

  本辦法之修訂，由本會議擬定，經系代表大會同意通過後公

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http://www.act.nptu.edu.tw/bin/downloadfile.php?file=WVhSMFlXTm9MemczTDNCMFlWODBPREExTVY4eU1qZ3pOVGc1WHpFeU9UYzVMbkJrWmc9PQ==&fname=HDJHUWEH15VTDDPKSXRPRLFD45VTGHLOJDRPEDOPGHYXDGCHHDRP31EHKLYXIHRPHDEDQLCDUXOPZT55HDNLGDQP45VTZTFHSX01SXFHJDOPCDEDST11GDB5GHVTSTOLSXJHCDUXJDOPZTQPSXRP40B5HDZXKPRPSXEDWTUXKLQPZXB5RLED14VXRLRPMP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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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與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 

系會員代表大會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106.10.23   110.03.08   

原章程內容 修訂後內容 

1.第十五條 策劃系上迎新活

動、送舊晚會、系出遊。 

策劃系上迎新活動、送舊晚

會、系出遊、主題活動。 

2.第十七條 增設 五、負責本學會器材之清

點、保管與借用。 

3.第廿十條 體育股置股長 1 

人，並得置副股長 1人。 

體育股置股長 1人，並得置副

股長 2人。 

4.第廿十條 三、負責本學會器

材之清點、保管與借用。 

第九條 本學會以系學會幹部、

每班正副班代及黃金會員代表

大會最高權力機構，以各年級

每班正副班代擔任大會之當然

會員，為強制參加每次的會員

大會。 

刪除 

5. 第五條系上有繳會員者才是

會員 

 

系上全體人皆列為會員，唯有

繳費者升級為黃金會員 

6.第七條會員權利修正 一.黃金會員權利增可減免入場

費 

二、享有會員代表大會之提

議、表決、發言等權利。 

三、得參與本學會所舉辦之活

動。 

四、享有本學會所提供之各種

福利(補品)及借用器材物品之

權利。 

7.【正副會長候選人辦法】中

資格唯有繳費會員才能參與選

舉 

正副會長候選人資格不限繳費

會員才能參與選舉，新增意願

與正副會長一同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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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增項目 資訊股底下設置 IG 小編負責宣

傳各股活動 

第六條-升大二必須至少選一股

加入，不得退股只能換股與換

股辦法 

【各股工作】中增議員的職責: 

1.審查系會辦活動之預算 

2.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 

3.協助正副會長交代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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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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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組織架構圖 

 

 
 

第 15屆組織架構 

 

 

正副會長:

李光憲

林莉芬

活動股:

林曉瑜、林妍瑋

文宣股

許筑貽、柯怡潔

資訊股

郭語絜、洪致綾
IG小編

體育股

李婕伃、賴佳筠

服務股

陳慧靜、鄧琪鏵

公關股

吳冠儒、李姿蓉

議員(16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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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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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工作 
「真誠團隊」未能順利分工以利活動進行，本團隊分成活動股、公關

股、總務股、文書股、體育股、資訊股，共八個股別，以下將分別介

紹美股的詳細工作內容。 

 

【活動股】 

1. 策畫系上活動 

基本任務：安排活動、策畫、分配工作、執行活動、協助活動 

進行 

2. 提出活動企劃書與成果報告供文書股建立檔案 

【公關股】 

1. 舉辦帶動中小學活動、借帶動的教室與場地相關事宜 

2. 製作帶動成果報告書 

【文宣股】 

1. 製作系迎新所需物品(名牌、場地佈置等) 

2. 製作各項活動(送舊、傳情、教育週等)宣傳海報、場地佈置 

3. 協助系上美術、佈置方面事項 

4. 撰寫開會通知、會議紀錄，整理會議紀錄成電子檔並存檔 

【資訊股】 

1. 各項活動影像紀錄如拍照、錄影(活動當天進行攝影) 

2. 整理、修正、發佈及保留個活動影像紀錄 

3. 管理系網站，發佈電子報(內容為文書股提供，主要是排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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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以及管理、整理系上之雲端資料。 

【資訊股-IG小編】 

1. 彙整活動資訊並發 IG上公告 

2. 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服務股】 

1.協助活動進行及期中期末補品發放。 

2.教育週活動相關業務安排與商品訂購。 

3.系學會會長交辦事項。 

【體育股】 

1. 協助活動股辦理之各項活動，至課指組或事務組借器材，搬運器

材。 

2. 籌備體育相關活動。迎新球賽、送舊球賽、招募系員參與校慶運

動會、全育盃、大初盃。 

【總務股】 

1. 整年度活動預算的評估 

2. 各活動預算的審核 

3. 處理各種系會收支(各活動個人支出費用的收取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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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1.審查系會辦活動之預算 

2.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 

3.協助正副會長交代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