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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华文学会章程 

（自 2010 年 1 月 25 日生效） 

 

第一章  名称 

 

第一条     1（1） 本学会定名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华文学会（以下简称学会）。 

1（2） 本学会国语名为 Persatuan Bahasa Tionghua USM。 

1（3） 本学会英语名为 USM Tionghua Language Society。 

 

第二章  宗旨 

 

第二条： 本会宗旨如下： 

2（1）培育智慧个体，建立美好社会。 

2（2）发扬及维护文化。 

 

第三章 会员 

 

第三条： 会员分为普通会员及荣誉会员。 

3（1）（A） 普通会员 

a) 所有在籍理大生都可申请成为普通会员。 

b) 所有在籍理大生都可透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申请成为普通会员，并交由执委会做最后决定，唯必

須向被拒绝的人做出解释。 

1. 参加小组活动，由该组委在会员大会前或必要时拟定小组的组员名单 

2. 参与特别活动成为筹委/工委 

     3. 卸任干部 

    c) 会员名单 

     1. 常年会员大会 

 执委会需在常年会员大会十四天前公布会员名单，如有任何遗漏，当事者须在会员大会至少

三天前向执委会反映。 

     2. 特别会员大会 

 执委会将在特别会员大会七天前公布会员名单，如有任何遗漏，当事者须在会员大会至少三

天前向执委会反映。 

     3. 紧急会员大会 

 执委会将在紧急会员大会四十八小时前公布会员名单，如有任何遗漏，当事者须在会员大会

至少二十四小时前向执委会反映。 

     4. 会员名单将由执委会做出最后决定，逾期者将不受理。 

     

   3（1）（B） 荣誉会员 

    a) 所有已毕业的前学会会员可申请成为荣誉会员。 

 

第四条： 会员权利 

   4（1）（A） 普通会员 

    a) 在会员大会、会员召集和小组会面有权利建议、发言、投票及提名或附议任何职位的候选人。 

    b) 在十天前以书面通知总秘书，有权利知悉学会的记录。 

    c) 有权参与学会任何活动。 

   4（1）（B） 荣誉会员 

    a) 在十天前以书面通知总秘书，有权利知悉学会的一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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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有权参与学会任何活动，除了： 

    i. 成为学会执委，筹委，组委和工委 

     ii. 提议、附议及投票 

   4（2） 会员必须履行的责任： 

    a) 维护学会的名誉与宗旨 

    b) 尊重与遵守学会的章程和条例 

    c) 普通会员需出席会员大会 

 

第四章：  组织 

 

第五条： 执行委员会（下称执委会） 

   5（1） 执委会负责学会的日常行政及展开符合学会宗旨的政策与活动。 

   5（2） 执委会成员包括： 

     i. 主席 

     ii. 副主席 

     iii. 总秘书 

     iv. 组织秘书 

     v. 财政 

     vi. 不超过十位委员 

   5（3） 执委会成员里的主席、财政和总秘书必须在会員大会上由普通会员选出。 

5（4） 执委会成员若有悬空，执委会有权力委任会员填补该空缺，并发通告通知会员。 

5（5） 执委的任期是从正式上任后到下一届常年会员大会后的三十天。 

   5（6） 主席、总秘书及财政一职不能连任。 

   5（7） 任何会员的 PNGK 少过 2.0，将失去被选为执委的资格。 

5（8） 执委会会议 

     i. 执委会会议必须在任何认为需要的时刻召开，唯每学期/半学年 得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ii. 所有执委会会议的法定出席人数是执委会总数的三分之二。 

iii.  学会总秘书必须保存每次执委会会议记录，并于执委会会议中加以覆准。 

iv.  任何执委若在连续三次的执委会会议中未有具体充分的理由而缺席，执委会将致警告函给该

执委，如该执委在收到警告函七天内依然未给予任何解释，该执委将自动被革职。 

     v. 执委会的第一次会议必须在正式上任后的两星期内召开。 

     vi. 执委会必须在新学年前拟定新学年的学会活动计划和财政预算。 

   5（9） 必要時，执委会有权 

     i.  成立小组/活动筹委会以执行特定工作和计划。 

     ii. 委任数位学会会员担任会员所成立的小组/活动筹委会。 

   5（10） 欲辞职的任何执委需致函予组织秘书，并在一個月后才正式生效。 

   5（11） 执委只能在会员大会上提出集体辞职。 

5（12） 任何执委只能在会員大会中被罷免，并获得会员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出者的赞同票才能通过。 

5（13） 若全体执委在会员大会中集体辞职或被投以不信任动议，必須直接在该会員大会中遴选新任执

委，直到下一届常年大会召开为止。 

   5（14） 执委职权 

     1. 主席 

      i. 负责监督学会活动与事务。 

      ii. 有权指示总秘书召开执委会会议。 

      iii. 亲自主持或委任其他执委主持执委会会议。       

     2. 副主席 

      i. 在主席缺席时，执行一切主席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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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协助主席执行职务。 

     3. 秘书 

      总秘书： 

      i. 保存执委会会议和会员大会的一切记录。 

      ii. 处理学会一切信件来往函件。 

      iii. 负责准备学会会务报告。 

      组织秘书： 

      i. 在总秘书缺席时，执行一切总秘书职务。 

      ii. 协助总秘书执行职务。 

      iii. 负责整理会员名单 

     4. 财政 

      i. 保存学会的正确账目。 

      ii. 负责和大学当局联络一切有关学会财政事宜。 

      iii. 在常年会员大会提呈财政报告。 

     5. 执行委员 

      i. 协助执委会执行职务。 

 

第六条： 学会查账员 

   6（1） 两位学会查账员将由执委会委任，并发通告通知会员。 

6（2）  在同一学年里，查账员不能成为学会各活动或小组的筹委会主席、组长、财政。 

   6（3） 新任执委须在上任一个月内委任查账员，查账员与当届执委同时卸任。 

6（4） 凡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条件的在籍会员或前会员，才可被委任为学会账员： 

     i. 主修会计系或管理系 

     ii. 曾担任学会活动财政职务 

   6（5） 查账员职权： 

     i. 审查学会校方户口及私人户口。 

ii. 须至少审查两次学会、各小组、特别活动及各小组特别活动的财政报告。 

     iii. 学会所有财政报告须在常年会员大会一星期前完成审查。 

iv. 如财政报告有任何疑问或问题，执委会及小组须向查账做出解释。同时，查账员须在常年会

员大会作出汇报。 

 

第五章 会员大会 

 

第七条：  7（1） 会员大会乃学会最高决策单位。 

             7（2） 会员大会法定人数为合格会员之三分之一，或小组单位（包括执委会）的八倍，并以人数少者为

准。 

   7（3） 小组必须在常年会员大会后的三十天内进行改选。 

7（4） 常年会员大会将选出准执委，并在常年会员大会召开的三十天后正式上任。在这三十天内，准执

委将以助理身份协助执委。 

   7（5） 会员大会可分为以下三类： 

     a) 常年会员大会 

     b) 特别会员大会 

     c) 紧急会员大会 

             

7（6）（A） 常年会员大会 

a)   总秘书必须在常年会员大会三十天前将常年会员大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通知所有会员。 

b) 凡会员有意把动议列入大会议程，须在大会日期至少十天前以书信方式通知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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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总秘书必须在会员大会举行的七天前将会议通知书，连同会议议程、提案、常年报告传达予

所有会员。 

     d) 常年大会的议程基本上必须包括： 

      i. 唱会歌 

      ii. 主席致词 

      iii. 遴选议长 

      iv. 通过议程 

      v. 接纳会务报告 

      vi. 接纳学会财政报告 

      vii. 会员提案（若有） 

      viii. 执委会选举 

      ix. 准主席致词 

e) 若有任何临时动议，须有会员提议及附议，并得到出席人数二分之一以上的赞同票方能通过，

唯不能动议修改章程。 

    

7（6）（B） 特别会员大会（特大） 

     a) 特别会员大会的召开必须符合以下的其中一个条件： 

i. 须至少三分之一或四十位（以人数少者为准）的会员致函总秘书要求并注明召开大会

的理由及提案。 

      ii. 至少二分之一的执行委员要求并注明召开大会的理由及提案。 

b) 总秘书必须在收到会员要求公函之后的三十天内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c) 总秘书必须在大会日期至少十四天前宣布大会的日期、时间、地点和议程，以及发通告通知

所有会员。 

     d) 特别会员大会的议程只能包括在要求召开大会时所列明的提案。 

    

7（6）（C） 紧急会员大会（紧大） 

     a) 紧急会员大会的召开必须符合以下的其中一个条件： 

i. 须至少三分之一或四十位（以人数少者为准）的会员致函总秘书要求并注明召开大会

的理由及提案。 

      ii. 至少二分之一的执行委员要求并注明召开大会的理由及提案。 

b) 总秘书必须在收到会员要求公函之后的七天内内召开紧急会员大会。 

c) 总秘书必须在大会日期至少四十八小时前宣布大会的日期、时间、地点和议程，以及发通告

通知所有会员。 

     d) 紧急会员大会的议程必须只包括在要求召开大会时所列明的提案。 

 

第八条：     8（1） 若無法达到法定出席人数，会议将展期，唯该日期必须在原定日期后的二至七天内召开。 

   8（2） 会员大会的出席人数须一直维持在法定人数或以上。 

   8（3） 若主席、总秘书及财政无法在常年大会当天选出，会员大会选举部分也将展延。 

8（4） 若展期的特大和紧大的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会员大会将自动取消，而要求召开该大会所提出

的议程不能在取消大会日期后一个月内再度被提出。 

   8（5） 每项动议必须被提议及附议后才能被通过。 

   8（6） 议长须了解学会的操作，而且在会员大会没有投票的权力。 

8（7） 执委会有权邀请非会员们出席会员大会，若会员反对，可提出临时动议讨论通过。 

 

第六章 执委会选举 

 

第九条：  9（1） 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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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候选人可由他人提名或自荐，唯必须获得他人附议。 

b) 在竞选主席、副主席、总秘书、组织秘书和财政时，个别会员只能分别提名或附议一位候选人。 

    c) 在竞选执行委员时，个别会员总共能提名或附议若干位候选人，唯不能超过公开竞选位子的数额。 

    d) 投票时提名人和附议人必须把票投回给自己提名或附议的人。 

    e) 在竞选同一个职位时，被提名者拒绝三次后就不能再被提名。 

    f) 当会员认为提议名选已经足够时，可以提议提名截止。 

    g) 会员可以反对提名截止，唯必须即刻提名他人或自荐成为候选人。 

    h) 不在场者能被提名，唯必须当场征求其意愿。 

    j) 所有候选人必須提出竞选宣言，并只能被提问三道问题。 

 

   9（2） 投票 

a) 在竞选同一个职位时，若出现竞选，获得高票者將当选，除非废票多过多数票，則參考 9（2）（b）。 

b) 若发生废票超过多数票（竞选者的票数差距）的状况，所有竞选者须再次提出竞选宣言，重新进

行投票。若同样状况持续出现一次，则高票者直接当选。 

c) 若出现票数相同，所有竞选者须再次提出竞选宣言，重新投票一次。若同样状况持续出现三次，

则重新公开提名。 

    d) 如果候选人的多数票数相差三票或以下，候选人可以要求重新验票。 

    e) 如候选人没有竞选对手，那么赞成票必须超过会员出席人数的二分之一。 

 

第七章 小组/特别活动成立/解散 

 

第十条： 小组 

   10（1） 成立条件： 

     a) 符合学会概念及目标。 

     b)  不与现有小组的性质相同。 

c)  若有任何小组反对，可在该小组呈交初步策划书的两个星期内连同三分之一的小组单位的签

名，以公函格式致函于执委会，之后需得到二分之一的小组单位的赞同后，就可否决该小组

的成立。 

   10（2） 申请程序 

a)  成立日期的一个月前呈交初步策划书，经过与执委会及其他小组讨论后，在成立日期两个

星期前呈交最终的策划书。 

b)  策划书内容需包括：概念、目标、活动蓝图（一个学期）、活动内容、财政预算案、局限、

要求、资源。 

   10（3） 小组解散 

a) 若小组出现无接班人的问题，将被冻结一年，该小组的一切资产及钱财将交由学会财政保管。 

b) 一年后若无接班人，将正式解散，该小组的一切资产及钱财将归还学会。 

 

第十一条： 特别活动 

   11（1） 成立 

     a) 由执委会或会员主催。 

     b) 活动概念由主催者建议，筹委会可修改，唯须获得执委会通过。 

     c)  筹委会架构由主催者建议。 

     d)  筹委会必须拟定活动目标和策划。 

     e) 筹委会人数由筹委会中央作决定。 

     f) 任何理大生都可加入筹委会。 

     g)  若筹委会拐离活动概念或学会目标，执委会有权干涉。 

   11（2）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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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活动结束后，若无亏损，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检讨及财政报告，筹委会便正式解散。 

b)  活动结束后，若有亏损，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检讨，讨论出财务解决方案并加以执行，完成

财政报告后，筹委会才能正式解散。 

 

第八章：违反章程 

 

第十二条： 12（1） 任何会员若违反章程将接到以下处分： 

     a)  执委会将发出警告信。 

     b) 若收到三次警告后，该名会员将被冻结会员籍一个学期。 

     c) 该会员恢复会员籍后若再重犯将被取消会员资格。 

   12（2） 所有纪律处分将交给执委会做最终决定。 

 

第九章 修改章程 

 

第十三条： 13（1） 章程只能通过会员大会进行修改。 

13（2） 章程修改必须得到学会三分之一或四十位会员（以人数少者为准）联名致函执委会，并提出具体

建议。 

   13（3） 章程修改必须得到会员大会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赞同票方能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