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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學生評議會  評議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28 屆學生評議會 2020.06.17會議 

會議日期：2020.06.17(三) 會議地點：樂學園-孔丘討論室 A 

會議時間：10：00 ~ 12：00 會議主席：陳思傑 

仲裁會議 

一、主席報告： 

(一)、本次會議按《中原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以下稱組織章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聲請人由學生議會議長提請召開學生評議委員會會議。 

(二)、本屆評議委員共有八位，出席委員有四位，達半數(含)以上，本席宣布開會。 

(三)、仲裁爭點：選委會是否應公告候選人資格是否符合《中原大學學生會會員代表 

      選舉罷免法(不分區)》之標準，並列舉法源依據、登記駁回原因等。 

二、聲請人聲請事由：  

    (一)、同學於匿名社交平台上提出學生選舉委員會(以下稱選委會)自行篩除候選人， 

          不知道是誰被篩掉，本人認為此事若為真，事關重大，因此向選委會詢問是否為     

          正副會長候選人。 

(二)、本人於詢問選委會人員後，得到基於保護候選人個資為由，選委會不作答覆。 

(三)、選舉關乎每一位選舉人的權益重大，只要少一個人就有可能影響選舉結果，舉例 

來說今天正副會長有第二組候選人，候選人就不用達到 1000多票的同額競選門 

檻。 

另一例子，不分區議員選舉，也有可能因為票數影響導致其中一位議員沒有選 

上。所以每一個候選人被篩掉都對於所有選舉人權益關乎重大，本人認為選委會 

為獨立機關，選委會不應隨意篩掉候選人但是完全不公告，這樣動作肯定會被罵 

黑箱。 

(四)、學生會行政中心管不到選委會，議會、評議會亦無法可管，選委會基於本身裁 

      量權，私自不公告篩掉原因，弔詭的是據我所知所有選舉人都不知道有人被篩 

      掉。如放任選委會恣意篩選候選人而無須向選舉人說明，則無論事實如何，對於 

      本會外之選舉人，不免心生疑慮：「是否選舉就是學生會內玩的遊戲？」。若今爭 

      論之事確實發生，僅僅只會加深此種言論之可信性，學生會名譽將受損。 

(五)、綜上所述，本人認為選委會應該公告或回應候選人資格是否符合。 

三、相對人說明： 

(一)、本次選舉有數位候選人報名參選，直到正式公告正式候選人時，選委會照法規公

告有符合同意書上參選條件的候選人，因無公告為何候選人被篩掉之原因，本

會在匿名社交平台上被懷疑說黑箱作業。 

(二)、本會決定不對外公告，怕因洩漏無符合參選條件候選人之姓名和原因，會造成該 

      同學被輿論之壓力,今天是在校園,一個未滿 20歲的青少年,若承受不住輿論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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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可能會對該同學造成內心無法復原的傷害，甚至更嚴重之後果，所以選委會 

      以“保護候選人個資”為理由做回覆。 

(三)、針對聲請人陳述之第一點。去匿名社交平台搜尋後，已無第 28 屆黑箱候選人 

          的相關發文，顯示發文者之發文是有目的或是含帶針對性。 

(四)、針對聲請人陳述之第三點。選委會完全依照中原大學選舉罷免法之內容辦理選舉 

      事項，法規並無規定選委會要公告，中選會之法規不一定適用選委會，況且不一 

      定每個人都會去參考中選會的做法，畢竟校園選舉和社會上選舉存在差別。這次 

      發現選委參考之法規有漏洞，應是議會要去修法，選委無修法之權利，僅能針對 

      該屆選舉進行檢討，一屆傳承一屆，讓下一屆知道要發哪些公告及遵守哪些事項。      

(五)、針對聲請人陳述之第四點，篩選資格在報名參選同意書內都有，每位候選人都須 

      符合同意書內條件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若是學生會內的遊戲，何必另外成立  

      “中原大學學生選舉委員會”這個組織?假設真的擔心有黑箱，為何中原大學學 

      生會會員代表選舉罷免法(不分區)第二章第七條規定選舉委員會要隸屬行政中 

      心?主委為何由學生會長派任?  

四、評議委員發問與回覆意見： 

(一)、呂評議委員宗儒發問：選委會最主要目的是保護候選人個資，而參選人為大學生 

      在刑法上 18歲為完全罪責能力，選委會主張未滿 20歲為民法上限制行為能力 

      並非為其不公告之理由，選委會須說明篩掉參選人之原因，才能進行後續討論。 

1.連選委會主委振宇回覆：該參選人提供之幹部經歷任期不符合其學籍範圍，因 

此撤銷候選人之資格。 

(二)、張評議委員妤瑄建議：可以參考前兩屆選委會做法將不符合資格名單進行公告， 

          減少同學對於學生會選舉黑箱之疑慮。 

五、交互回應： 

(一)、周學生議長佑駿回應： 

      1.針對相對人第二點陳述：如同前面呂評議委員所說，今天這個人確定出來參 

        選，也確實繳交報名表，他可以預期自己成為公眾人物，自己的個資會被公佈 

        於選舉公報上，那選委會為何以個人個資為由不公佈呢?再者選委會以青少年 

        保護理由，但站在教育的目的，若是參選人提供之幹部經歷任期不符合其學籍 

        範圍，有欺瞞或是隱匿之行為，而不去公告其行為，這會讓選委會有包庇該參 

        選人之疑慮。 

      2.針對相對人第三點陳述：選委會已間接承認如不公告就會被惡意操作成學生 

        會黑箱，今天本人主張公告是避免別人拿本次爭點作為把柄，損害學生會之聲 

        譽。 

      3.針對相對人第四點陳述：學生會是否參考中選會之法規。首先跟大家說明一 

        件事情，學生會法規並不完善，法規不完善需要透過參考他校法規效仿之，或 

        是參考國家法律。本人認為選委會應參考中選會法規理由有以下兩點： 

        (1)選委會與中選會皆為獨立機關且負責選舉事宜，性質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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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選會現行對於篩選資格不符名單會進行公告，並說明理由與法源依據。 

           當初立法者對於選舉立此相關規定，背後一定有其立法理由，本人是認為 

           此規定為保護選舉為公平、公正、公開，不讓中選會私自篩選特定立場的 

           競爭對手，也讓所有選舉人有知道誰來參選的權利，本人亦認可中選會法 

           規不一定適用選委會，應該要有適當可引用之理由而非直接沿用，但我已 

           多次說明為何值得參考的理由，選委會卻只回覆我不一定適用。 

      4.針對相對人第四點陳述：議會要去修法這件事情沒錯，但本人認為修法之 

        前應當先送評議會進行仲裁，否則直接進行修法，不就是藐視選委會的存在? 

        再者，本人提出疑問之時，恰逢選舉期間，修選罷法並不適當，這學期的議員 

        大會也已經結束，必須交由下一屆議會進行修法。評議會仲裁結果具有拘束力， 

        不管是行政中心、議會或是選委會等組織都須遵守其做出之仲裁決議。 

      5.針對相對人第五點陳述：規定選委會要隸屬行政中心，站在三權分立的角度 

        看獨立機關並不會在第四權，必定在行政中心之下，我國大法官釋字 613號解 

        釋對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獨立機關亦有相同見解，針對學生會長任命選委 

        會主委之權限，如同保留行政院院長對獨立機關重要人事一定之決定權限。 

      6.選委會登記條款同意書中第三條選委會“得”取消其資格，與第三條第二~七 

        款的規定無法源依據，第七項重大事由認定依據，選委會亦無相關組織細則規 

        定，在同意書未透過議會表決通過前，此同意書即為違法失效。 

      7.綜上所述，學生會遊戲一直以來是別人在說的，而我們應當做的是防範這些不 

        實謠言產生。本人建議評議會接下來可以討論不符資格是否應公告，並在 

        仲裁書中明確指出下屆議會應將本次爭點應修法事項列入修法進程當中。 

(二)、連選委會主委振宇回應： 

          1.聲請人回應第一點，選委會並沒有包庇被篩掉的參選人，實際上該參選人私下 

            來詢問審核結果，我們也跟他原因跟他說明，他最後說謝謝，基於同意書也有 

            簽名，他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的，摸摸鼻子就走了，那選委會這邊是認為法規 

            沒有硬性要求要公告不符資格名單，就沒有公告，也比較人性化。 

(三)、周學生議長佑駿回應： 

      1.這裡所說的包庇並非選委會主觀認定，本人相信選委會主觀並沒有這樣想，而   

        是指法理上、客觀事實應該被公告的事情，所以我才會提評議會。 

          2.選舉已經結束，提到評議會要求選委會公告對於本次選舉影響不大，但對於後 

            續學生會發展，以及下一屆議會應當修法之外，以一個關心學生會的角度來 

            說，要做到好並不容易，中原大學學生會有現在這個規模，也是依據前人努力 

            才有的成果，我們應當一步一腳印把每件事做踏實，雖然本次爭點或許是件小 

            事，但足以影響學生會之聲譽，如果我們認為這件事情該做，那我們就一定要 

            去做。 

六、評議委員討論： 

(一)、王評議委員聖閔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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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組織章程第七十五條(學生評議會職權)規定施行仲裁。 

            根據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條第 1項規定，各種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 

            資格應由主管選舉委員會審定公告。 

      2.關於相對人所提及： 

            (1)怕候選人承受不住輿論壓力 

           關於候選人資料隱私權之保護應不及一般學生，既然為有意參選、執行公 

           眾事務，本就必須接受民主機制之檢視更不論姓名系級個人經歷本來就為 

           參選人最為基本可受公評檢視資料，應不在被選舉人隱私保護範圍內(若 

           是有關政見、號次、相片、姓名、系級、年齡、性別、經歷及選舉活動會 

           貼印選舉公報(依據選罷法不分區第二十二條)就會公告了。 

            (2)是否刪除攻擊性貼文，或發文者之目的性，應不在此議題討論範圍內。 

               關於毀謗或攻擊性言論，被害者應另尋救濟之管道，並不影響選舉人資格  

               不符原因公告之判斷範圍內。 

            (3)法規並無規定選委會要公告 

           依照我國實務，中選會於審定候選人資格之委員會議後，有將不符合資格    

           之候選人的姓名、選區、不符合資格之法律依據公告。學校為訓練培養成 

           為社會公民之地方，為社會之縮影，應該還是有參考之價值。且有關聲請 

           人方之提出第 107年二合一選舉可資證明，我校確實有公告不符合資格原 

           因之案例。 

          3.綜上所述： 

           本會請學生議會將此次事件明確紀錄於選罷法中，應公告相關法源依據，避 

           免有心人士操弄選舉及藉機發表惡意言論；關於個人資料隱私性(例如個人成績 

           或班級排名)並不硬性要求將其公佈；而有關基本資料如姓名、功過處分紀錄 

           等，理由係候選人一經登記參選即可推定為公眾人物，而參與競選之主要目的 

           係為服務中原大學之學生，前述有關基本資料之公開應屬於可受公評之事，亦 

           為避免惡意人士利用相關漏洞進行違法不當情事，理應明確公告不符合資格之 

           法律依據及相關救濟之規定。       

(二)、呂評議委員宗儒發言： 

      應分成 2層次探討：聲請人希望處理之事項及相對人希望處理之事項。 

      1.聲請人主張：訂立相關規程或規則讓下一屆有關部會處理相關問題並且修 

        法。本人對聲請人之主張，共有三點意見，分列如下： 

            (1)選罷法(不分區)第15條對於候選人資格限制及限制方法之規定不明確： 

    ○1 選罷法(不分區)第15條對於候選人資格限制不明確： 

     依照現行選罷法(不分區) 第15條之規定，對於候選人資格之限制僅有第 

     一項列舉之四款規定。惟本次選舉網路報名表單當中，選委會自行於報 

     名同意書中新增數款有關成為候選人之資格限制，而該新增之部分並未 

     經過議會依照正當法律程序決議通過。只是，我校現行對於候選人資格 

     之限制規定產生疑義，至於報名參選之人、選委會於篩選候選人之過程      

     中，應遵守何種規定產生疑義。應由議會召開會議對系爭資格限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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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本次選委會網路報名表單中所列之7款係後來所添加，而此7款之事 

     由具有相當理由及事實足認有參考價值，得由議會經正當法律程序召開 

     會議決議是否增訂於選罷法第15條中作為我校日後選舉罷免所必需遵守   

     之被選舉人資格限制，使欲報名參選之人、選委會審核候選人資格之時 

     有明確之依據得依法行政。又聲請人主張由選委會在網路報名參選表單 

     當中，由選委會自行設立之資格限制而未經過議會決議通過之部分，其 

     中網路報名表單中的第7款所述之「其他重大事由」意義不明。對此，於 

     法理解釋下，所謂「重大事由」屬於概括式規定，為立法者為避免立法 

     時過於狹隘或為避免未來制度發展在立法時未預見之情形發生，而留給 

     行政機關面對法律例示事由未規定時，有裁量之空間。所謂「重大事由」 

     應與前6款例示事由之類型相似或程度相當，或是包含觸犯刑事法律之情 

     事，可參照｢公務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其中有提到如觸犯刑事法律 

     之重大事由係將其以停職或免職為處分，併此，建議將網路報名表單內7 

     款規定納入下一屆議會修法討論中。 

               ○2 選罷法(不分區)第15條對於候選人資格限制「方法」不明確： 

     下一屆首開處理應為選舉程序事項中之選舉資格問題外，仍應針對選罷 

     法(不分區)第15條第一項之規定，其對於候選人資格之限制方法並不明 

     確做處理。所謂限制方法不明確，係指本法第15條之規定，究竟是適用 

     於報名參選之人在提交參選申請書(網路表單送交後)，由收件之人直接 

     做審核之資格限制，若收件之人當下直接做資格審核發現申請人有不符 

     合15條所列之資格，直接退件、不收件。所謂退件、不收件，在本次評 

     議會招開之事由當中，應認為是在申請參選之人在填寫網路表單後，在 

     選委會收到選舉申請名單時，且在公布候選人名單之前，直接篩選報名  

     參選之人不合選舉資格之行為，屬於未依照同法16條規定，在候選人名 

     單公布後再對不合資格者為撤銷登記之行為。職是之故，雖選委會並未  

     以直接之方法將報名參選之資料退件、不收件，但礙於選委會對報名參  

     選是使用網路表單之方法，而應將選委會此等行為視為退件、不收件； 

     亦或15條之規定適用情形為欲報名參選之人遞交報名表後，收件之人(選 

     委會)並不會先做審核，而是直至候選人名單公布後，經選委會發現候選 

     人資格不符合15條規定，方依照同法16條規定撤銷候選人登記。 

     雖同法第16條規定：「候選人名單公布後，經發現候選人資格不合第15 

     條規定者，於投票前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無效」。惟本次評議會 

     召開過程，經選委會之陳述，選委會在處理報名參選之人資格不符規定 

     時，並非依照現行選罷法(不分區)15、16條之規定，在面對申請參與選 

     舉之人不合資格限制時，在候選人名單公布之後，方撤銷候選人登記、 

     當選無效之處分。選委會在候選人名單公布之前已經先為處分將不合資 

     格限制之人先行剔除後，再將選舉人名單公布之。足見，現行選罷法(不 

     分區)對於資格限制之方法未明文規定已經造成行政上之窒礙。 

                 故應由議會增訂選委會對於資格限制之方法，且應將報名參選之資格限 

                 制、候選人資格之限制作明確之區分。使報名參選之人明確瞭解，必須 

                 符合哪些資格是屬於「報名參選之資格限制」；使通過資格限制成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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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被選舉之候選人，在競選期間不應為哪些作為而被剝奪候選人資格， 

                 此指「候選人資格之限制」。 

     再明確區分後，議會仍應考量選委會實際執行職務上之做法或其所面臨 

     之困境、考量等，修訂在選委會再收受報名參選資料後，是否得在候選 

     人名單公布前，先行將報名參選之人不合資格者為核對、篩選。又若選 

     委會得在接收報名書後，候選人名單公布前先行核對報名之人是否符合 

     資格限制之情形，則議會應增訂選委會核對行為應遵守之法律程序為何。 

     若不得在候選人名單公布前對報名參選之人為資格核對、篩選等行為， 

     則選委會對於不合資格限制之報名被選舉之人，應遵守、踐行之法律程 

     序為何。 

 (2)議會應增訂對於選舉事項相關之通知規定，特別針對報名參選資格之限 

制、被選舉資格限制等部分： 

目前我校選罷法不論分區、不分區，皆漏未規定公告、公告方法、公告期 

限等，屬立法疏漏。 

呈上所述，議會應考量到在區分「報名參選之資格限制」與「候選人資格 

之限制」後，對於不合資格限制之人選委會依照選罷法規定為處分後，鑑 

於選舉制度著重公平、公開、透明，故應增訂選委會為處分後必須公告， 

以達到公平、公開、透明之核心目的。 

此外，議會仍應注意增訂公告之規定後，應明定公告期間、公告之方式。 

(3)應新增救濟途徑： 

   我校對報名參加選舉之人、候選人不合法律規定而受選委會之處分後，並 

   未明訂受處分人之救濟途徑為何。原則上，就不符選委會處分之人應向評 

   議會申訴，但目前我校並未設有評議會組織章程，且組織章程對於評議會 

   職權之規定，也沒有規定受處分人得向評議會申訴。故議會應就受處分人 

   之救濟途徑為修訂或增訂。 

2.相對人主張：為保護候選人之個資而不揭露相關資料。 

此有關於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為了保護其個人隱私而選擇不公布，但此做 

法並未使用適當的手段讓目的之達到最小侵害性。例如相對人可以告知候選人 

之參選資格並不符合選罷法（參選同意書）之規定。而目前係法律規範有不明 

確之情事，並非規範像是偽造文書之相關情事。其中法規有授權相關部會訂立 

同意書，而此同意書係由當屆選委會公告之。本次同意書之內容係附件中所 

提，和以往同意書內容係有許些不同之處，舉例來說於第27屆係採用書面形 

式，而本屆以電子檔(網路登記)方式呈現，其中同意項目內打勾便已代表針對 

同意書內容知悉。退步言之，國家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就算是報名之候選人也 

需將自身之刑案紀錄明確讓中央選舉委員會知悉，若有虛報之情事亦會依相關 

法規處理。由此可知，候選人對於自身之有關於重大公益事項為求選舉程序公 

平，部分個人資料係為可受公眾評論之事，若候選人已決定參選，須對於自身 

及選委會遵守誠實信用原則，而於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保護未成年且有意願 

參與大學學生自治之權益，於本校傳承時應使下一代傳承之人知悉且遵守誠實 

信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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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評議委員妤瑄發言： 

      往後發公告選舉人文時，可以先在截止日當天告知有哪些人報名，公告給全校知 

      道。而在發出參選人或選舉公報時，再告知全校哪些組/人是符合資格，可以參 

      選的，而哪些組/人是不符合資格，無法參選，以及須附上原因及法條。 

 

七、據上論結：(出席委員四人，四人同意，零人反對，同意本次會議論結並列於評議書中) 

(一)、有關於參選及審核結果公告之相關流程，建議於截止當日公告參選人名單，爾 

      後同時發布候選人公告與資格不符公告，其中資格不符公告應包含法源依據、無 

          符合資格名單、登記駁回原因等。 

    (二)、倘認公告不符資格之候選人有侵犯個人隱私保護之虞，得以學號進行辨別、姓 

          名則以Ｏ之符號代替，並援引相關法規公告不符合資格之理由，如：「按ＯＯＯ 

          法第Ｏ條第Ｏ項，本會認ＯＯＯ（學號：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有違法之情事，故 

          駁回。」並附上相關救濟程序。 

(三)、中原大學學生選舉委員會應公告 109年度中原大學學生會二合一選舉中不符合 

      資格之候選人之相關資訊，並列舉法源依據、登記駁回原因等。 

    (四)、《中原大學學生會會員代表選舉罷免法(不分區)》尚未規範候選人資格不符之應 

          對事宜乃立法疏漏，建議第29屆中原大學學生議會參考本次評議會之決議列入修 

          法進程，通盤檢討訂定。 

臨時動議 

無。 

備註 
下次開會時間：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