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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選舉罷免法 

2011.3.18 第 12 屆議會會議通過 

2012.04.25 第一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2014.06.05 第三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2016.05.26 第五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2017.04.27 第六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候選職務）  

依本辦法選舉、罷免之職務如下：  

一、學生行政中心執行長、 

副執行長。 

 依本辦法推選、罷免之職務如下： 

一、學生議員。 

第二條（投票方法）  

國立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以下簡稱本會)選舉罷免，以普通、平等、直接無 

記名、單記投票法投票方法行之。 

第三條（選舉區）  

本會選舉，以國立東華大學地區為選舉區。 

 

第二章 選舉、罷免機關 

第四條 (隸屬) 

本會之選舉、罷免，由本會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辦理之。  

第五條 (組織)  

中選會隸屬本會，屬獨立行政單位，中選會置委員若干人，由學生行政中心執

行長提請學生議會同意並聘任之，其組織規程另以法律定之。 

第六條 (選委公告)  

中選會應於每學年成立後，陳報其名單至三會，並由學生行政中心公布於學校 

學術網站（網址有 edu）及學生行政中心網站。 

第七條 (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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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會掌理下列事項：  

一、選舉、罷免公告事項。  

二、選舉、罷免事務進行程序及計劃事項。 

三、候選人資格之審定事項。  

四、選舉宣導之策劃事項。  

五、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  

六、選舉、罷免結果之審查事項。  

七、投票所、開票所之設置及管理事項。  

八、關於有無違反本辦法之事實認定與處分。 

九、選舉票之印製、保管及轉發事項。  

十、當選證書之製發事項。  

十一、其它有關選舉罷免事項。 

第八條 (預算) 

中選會之預算依【國立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經費使用辦法】編列。 

第九條  

中選委員、巡迴監察員、投開票所選務人員不得登記為學生會會長候選人、副 

會長候選人、學生議員候選人、學生行政中心幹部、學生議員、學生評議員。 

若其登記為候選人者，喪失選務人員資格。前項情形，中選會應即依第五條規 

定遞補之。 

 

第三章 選舉 

第一節 選舉人 

第十條（投票地點）  

選舉人應於指定投票所投票。 

第十一條（投票時間）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逾時不得進入投票所，但於規 

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可進行投票。 



3  

 
第二節 候選人  

第十二條（撤銷登記或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候選人名單公布後，經發現候選人資格不符規定者，應由中選會於投票前撤 銷

其候選人登記資格。當選亦無效。  

第十三條（經登記或推薦者，不得撤回其登記或推薦）  

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後不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在登記 期

間截止前經撤回登記者，不得再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第十四條(學生自治會成員參選條件)  

本會成員登記為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 請

事假或休假。本會成員依前項規定請假時，會長不得拒絕。 

 
第四章學生行政中心選舉 

第一節 選舉人  

第十五條（選舉人之資格） 

凡具備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學制正式學籍，並完成註冊程序之在 

學學生，均為本會當然會員，均具有選舉權。 

 

第二節 候選人  

第十六條（候選人之資格）  

一、凡具備本會當然會員身分，均得登記為學生行政中心執行長、副執行長。 

二、曾被解職之議員、評議員或曾經被彈劾、糾正成立之學生行政中心、學生議

會、學生評議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各階幹部及人員不得參選。 

三、欲登記為學生行政中心執行長、副執行長者，每組候選人於登記時需繳交新

台幣兩千元整保證金，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保管，若當組候選人得票率未達總

投票數 10%則不予退還，並歸入學生會帳戶。 

四、未繳交當學年學生會費者應於登記參選時補繳。 
 

第三節 選舉區及產生方式 

 

第十七條 

學生行政中心執行長、副執行長，以全校為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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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候選人為執行長一人，副執行長一人搭配競選產生。 

 

第五章 學生議會選舉  

第一節 選舉人  

第十九條（選舉人之資格） 

凡具備本校各學制正式學籍，並完成註冊程序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當然會 

員，均具有選舉權。 

 

第二節 候選人 

 

第二十條 

各系所設置議員二席，凡具該系所之學生會當然會員身分者，均得登記為議員： 

 

一、登記為議員者，下一學期須未申請轉系。 

二、曾被解職之議員、評議員或曾經被彈劾、糾正成立之學生行政中心、學生議

會、學生評議會、中央選舉委員會之各階幹部及人員不得參選。 

三、未繳交當學年學生會費者應於登記時補繳。 
 

第三節 選舉區及產生方式  

第二十一條  

議員以該學系所為選區選舉之。 

第二十二條 

各選區會員人數在三百人以下者，議員名額為二人；每增逾一百人則增額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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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刪除） 

第二十三條（刪除） 

第二十四條（刪除） 

第二十五條（刪除） 

第二十六條（刪除） 

 

第七章 選舉  

第一節 選舉公告 

第二十七條 

中選會應依左列規定期間發布各種公告： 一、選舉公告，須載明選舉種類、

名額、選舉區、投票日期、投票起迄時間 及其它選舉相關事項，並應於投

票日三十日前公告。 二、候選人登記應於投票日二十日前公告，其登記時

間不得少於二日。 三、候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十四日前公告。 四、當選人

名單應於投票日之後五日內公告。 前項第二款候選人登記期間截止後，如

有選舉區無人登記時，得就無人登記 之選舉區，公告辦理第二次候選人登

記。其公告日期及登記期間不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第二節 選舉活動 

第二十八條 

中選會應彙集各候選人之政見、號次、相片、姓名、系級、年齡、性別及選舉 

注意事項等，於投票日五日前分發，並張貼於適當地點。 

第二十九條 

候選人得從事下列選舉活動： 一、選舉政見辯論發表會。 

二、張貼海報。 

三、於學校刊物上刊登競選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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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發名片、傳單。 

五、訪問選舉區選舉人。 

第三十條 

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不得有下列情事： 

一、妨礙上課秩序及交通。  

二、於規定期間外從事競選活動。  

三、期約、賄選。  

四、對選舉相關人員惡意中傷或毀謗。 

五、其它妨礙選舉之活動。 

 

第三節 投票及開票 

第三十一條 

投票所由中選會規定設置之，並發布選舉公告。 投票所於投票結束後，即改

為開票所，中選會應公開唱票。 前項之規定若同時設有兩個以上之投票所，

可於錄影的情況下確定完成封箱程 序後，將選票統一移送至其中一個投票所

開票，但其所移送至開票之投票所應 先行公告之。 開票投票所置主任管理員

一人，管理員若干人，由中選會委員擔任，辦理投 票、開票工作。 

第三十二條  

投、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一人，監察員若干人，由候選人就需人數平均推薦， 

送由中選會同意派任之，以監察投票、開票工作。 

第三十三條  

投開票所之工作人員，皆應參加中選會舉辦之選舉講習。 

第三十四條 

投、開票結束，開票所主任管理員與主任監察員以書面宣布開票結果，並以 

書面方式通知選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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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選票應由中選會按選舉區印製分發應用，選票上應刊印各候選人之號次、姓 

名及系班級。前項選票應於投票日前一日由各投票所主任管理員會同主任監 

察員點清、加貼封條，於投票時間到達後方可拆封。 

第三十六條  

選舉人應憑本人之學生證領取選票，並簽名存證。 

第三十七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票圈選欄上，以中選會備製備製圈選工具圈選一 

人（組），選舉人圈選後內容不得出示他人。 

第三十八條 選票有下列

情況者無效： 

一、不用中選會製發選票者。  

二、不用中選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者。  

三、圈選二人（組）以上者。 

四、所圈選地方不能辨別為何人者。  

五、圈選後加以塗改者。  

六、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劃符號者。 

七、將選票撕破致不完整者。  

八、將選票污染致不能辨識者。  

九、不加圈選完全空白者。 

前項無效票，如難以認定者，應由開票所主任管理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共同判 

定。如依然難以認定時，由主任管理員與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 

反意見同數者，該選票應為有效票。 

第三十九條  

在投票所有左列情況者，主任管理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令其退出： 

一、在場喧囔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不投票，不服制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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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三、其它不正當行為，不服制止者。 

第四十條  

選舉、罷免投票或開票，如遇有天災或其它不可抗力之情事致不能投、開票 時，

應由投、開票所之主任管理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報請選委會備查，更改投、 開票

日期或場地，並在投、開票所公告之。 

第四十一條 

學生行政中心正副執行長選舉，投票人數需達其選區選舉人總數的百分之五，

使得有效。 

第四十二條  

議員選舉，按各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以候選人所得有效票較多數 者為當

選，票數相同時，應重新驗票，若仍同票則以抽籤決定之。  

第四十三條  

候選人未達應選名額或同額競選時應就同意或不同意兩面行之，以同意票數 

多於不同意票數者當選。 

第四十四條  

當選不足應選名額時，應於投票日後七日內公告補選以補足缺額，但中選會 

得視情況延期，以七天為限。 

第四十五條 

一、議員當選人被判決當選無效者，該選區內，若無議員產生，應依法公告

補選。 

二、學生行政中心正副執行長當選人被判決當選無效者，應再行公告補選。 

三、當選人當選無效之補選，應於當選無效之決定確定後七日內公告，但中

選會得視情況延期，以七天為限。 

第四十六條 

一、議員當選人如因休學、退學、轉系而喪失會員資格者，且該選區內無其

他議員，任期尚餘四個月以上時，得由學生議會、學生評議會自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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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選。 

二、議員自行辭職者不予補選。 

第四十七條  

各選區議員之補選以一次為限，若依然無法產生或離職則視同缺額。 

 

第八章 罷 免 

第一節 罷免案之提出 

第四十八條 

罷免案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中選會提出，就職未滿四個月不得提出。  

第四十九條  

罷免案應附理由書，罷免案之提出，應依下列方式之一項向中選會提出：  

一、以被罷免人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其人數應合於其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 

分之五以上。 

二、由學生議會議員大會提出，須有議員五分之一以上提議。 

第五十條 

罷免案，一案不得為罷免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 

投票。 

 

第二節 罷免案之成立 

第五十一條 

中選會收到罷免案提議後，應於三日內，通知提議人之領銜人於三日內領取 

連署人表格，應於七日內完成連署。逾期未領取連署人表格者，該領銜人不 

得再為罷免案之提議人。 

第五十二條  

罷免案之連署，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連署人，其人數應合於為其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原提議人得為連署人。 

第五十三條  

罷免案經察明連署合於規定後，中選會應為罷免案成立之宣告；其不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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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宣告不成立之罷免案，原提議人對同一被罷免人不得以相同之罷免理由再 

為罷免案之提議。 

第五十四條 

罷免案宣告成立後，應將罷免理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人，並於三日內由被罷 

免人提出答辯書。 

第五十五條  

中選會應於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後三日內，就下列事項公告之：  

一、罷免投票日期及投票起、迄時間。 

二、罷免理由書。 

三、答辯書。 

 
 

第三節 罷免投票 

第五十六條 

凡被罷免人選舉區選舉人有罷免投票權。  

第五十七條  

罷免案之投票，準用第三十一條至第四十條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  

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立後十日內為之。  

第五十九條  

被罷免人不得擔任該中選會之相關職務。 

第六十條 罷免票應在票上刊印『同意罷免』、『不同意罷免』兩欄。其它依

本辦法之選 舉規定。 

第六十一條  

罷免案投票結束，投票人數應合於下列規定，需達當屆學生行政中心正副執行

長選舉投票率。同意罷免票多於不同意罷免票者，則罷免案通過。 同意罷免

票數及不同意罷免票數相同時，罷免案視為不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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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條 

 

一、罷免案經投票後，中選會應於投票完畢五日內公告罷免結果。罷免案通過者，

被罷免人應自公告之日起，解除職務。 

二、學生行政中心正副執行長罷免案通過後，自公告日起，學生行政中心解散。

並由中選會立即辦理本會行政中心正副執行長之改選。 
 

第九章 附則  

第六十三條 

本法法規及各項活動不得牴觸國家法令及法規，經學生議會三讀通過，自公

佈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十四條  

【刪除】 

第六十五條 

選委員會辦理選舉、罷免違法，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候選人、被罷免人 

或罷免案提議人，得自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選 

舉委員會為被告，向評議會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 

第六十六條  

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經評議會判決無效確定者，其選舉或罷免無效，並定期 

重行選舉或罷免。 其違法屬選舉或罷免之局部者，局部之選舉或罷免無效，

並就該局部無效部分 定期重行投票。但局部無效部分顯不足以影響選舉或罷

免結果者，不在此限。  

第六十七條  

當選人有左列情事之一者，選舉委員會或同一選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 

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 7 日內，向評議會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當選票數不實，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者。  

二、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人或選務人員，以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競選、自 

由行使投票權或執行職務者。  

三、當選人其他之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行為且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者。 



1
2 

 

第六十八條 

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者，其當選無效。 

第六十九條 

選舉無效或當選無效判決案若於當選人就任後提

出，經評議會判決而成立者，不影響當選人就職

後職務上之行為，但即刻解職。 

第七十條 

選舉人發覺有構成選舉無效、當選無效或罷免無效、罷免案通過或否決無效之 

情事時，得於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七日內，檢具事證，向中 

選會或評議會舉發之。 

前項之申請需全校學生百分之一連署使得為之。 

第七十一條 

若評議會判定某次選舉無效，則中選會應於七日內重新辦理選舉，得視情況延 

期，延期時間以七天為限。 若評議會判定某次選舉部分無效，則中選會應就

其無效之部分於七日內重新辦 理選舉，得視情況延期，延期時間以七天為限。 

若評議會判定某候選人當選無效，則不應當選者之當選公告應撤銷，應當選而 

未當選者之當選公告應重新公告。 若該選區全部之候選人均被判定當選無效，

中選會應於七日內重新辦理選舉， 得視情況延期，延期時間以七天為限。 若

辦理重新選舉之時程於寒暑假內，則不受前幾項時間之限制，中選會應於下 

學期開學日起七日內重新辦理選舉，得視情況延期，延期時間以七天為限。 

第七十二條  

中選會及中選委員若有失職、違法之情形，學生議會得糾正中選會或彈劾失職 

之中選委員。 

中選會如遭到前項之糾正應立即改正。  

中選會如對議會糾正不服得向評議會提起訴訟。 

被彈劾人如對議會彈劾不服得向評議會提起訴訟。 

第七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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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會應於五個工作天內將每次會後之會議記錄送至學生議會，並於選舉、罷 

免結束後五個工作天內提交選舉、罷免報告書至學生議會審查。 

第七十四條 

中選會應配合學生議會之監察。  

如選舉人、被選舉人不符中選會裁決，得向評議會申訴與提起訴訟。 

訴訟發生時，中選會應配合學生評議會之調查。 

第七十五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設置巡迴監察人若干人，由中選會遴選具有選舉權之公正人 

士，報請學生會會長聘任，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執行以下事項：  

一、候選人、助選員、選舉人違反選舉法規之監察。  

二、選務人員違反選舉法規之監察。 

三、其他選舉相關事務之監察。巡迴監察員人數與任期之相關規定由國立東華

大學學生自治會中央選舉委員會 組織規程訂定之。 

第七十六條 

一、 學生行政中心執行長若遭彈劾通過而解職，學生行政中心即刻解散，若

還餘一半以上任期，則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七天內發出公告改選之，若

低於一半任期則停止學生行政中心一切職權與活動至下屆學生行政中心

執行長選舉產生為止。 

二、 學生行政中心副執行長若遭彈劾通過而解職，由學生行政中心執行長提

名新副執行長經議會審核通過後任命。 

第七十七條 

一、學生行政中心執行長若因辭職、喪失會員資格、死亡或因【國立東華大學

學生自治會請假規則】而解職者，由副執行長繼任，不再補選副執行長。 

若此時無副執行長且尚餘一半任期則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七天內發出公告改選

之，若低於一半任期則停止學生行政中心一切職權與活動至下屆學生行政中心

執行長選舉產生為止。 

二、 學生行政中心副執行長若因辭職、死亡、喪失會員資格或因【國立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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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生自治會請假規則】而解職者，不再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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