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nsmun VII 

社團簡介 

社網:https://www.facebook.com/transmun/ 

本社為台中一中模擬聯合國,又名 Trans Model United Nations,除

取"串"之諧音外,又以 Transform、Transcend 為本社精神主旨與傳

承目標。 

 

本社以英文能力培養、邏輯思維訓練、國際時事為主要社課內容,

旨在希望社員以英文為工具,使之能更加接近國際議題,並用無思

考謬誤的邏輯進一步解剖分析,培養正確的國際觀,成為一位優良

的世界公民。 

 

為了使社員能更加接近彼此,相互砥礪磨合,本社也策劃了許多校

外活動。「四校聯合迎新」與文華高中、台中女中、台中二中等

三校合辦,旨在幫助新社員更快融入模擬聯合國這個大圈子 ; 

「秋訓」每屆並無固定內容,如是卻也代表著無限的可能性與變

化性,使每屆社團幹部都有不同的經驗 ; 「六校聯合寒訓」與中

山女中、景美女中、師大附中、成功高中、家齊高中協辦,每屆

於北、中、南輪流主辦,除了推廣社員人脈,還有高品質的學術內

https://www.facebook.com/transmun/


 

 

容供社員吸收學習。 

 

而最大的活動是於每年七月底,於台中一中校內所主辦之 

TransMUN。以社名為活動名,召集全台的模聯人,提供良好的溝通、

辯論平台,針對特定國際議題做分析與討論。學術討論之餘,更有

在金典酒店舉辦的晚宴,讓參加活動的模聯人盡情玩樂。

TransMUN 除了學術與玩樂之外,也代表本社幹部的交接、傳承,

學長將社團交付給學弟,望能將本社之精神繼續傳下去。 

 

最後,模擬聯合國也不單只在於國際事務的探究,在與他人的辯詰

之中無可厚非地會發生不少的理念衝突。作為一位模聯人,如何

去接受他人想法、使他人接受你的想法,都是我們在學習的。學

習如何改變,改變自己、改變他人,最後,進而改變這個世界。 

 

 

 

 

 



 

 

 

 

 社團一年記事 

 

迎新 

秋訓 

寒訓 

春遊 

 

社團 

聯展 

就 像 一 個 小 型 的 模 聯 會 

議，讓平時辦法沒參與外 

校模聯的學弟妹享受和他 

人切磋的樂趣。 

讓剛加入的學弟妹更加了 

解彼此、學長姐們，和整 個

社團的運作及目標。 

為期一天的春遊，透過騎單

車、經驗分享以及烤肉，讓

儲幹了解自己的職責，熟悉

接下來一年的伙伴。 

可以認識來自南部和北部 

的優秀模聯人，並且和他 

們開會，了解中部以外的 

模聯圈。 

和同屆的幹部夥伴一起 向

學弟妹介紹模聯大家 庭。

正式展開新的幹部 生涯。 

由台中一中學長跟學弟 一

起主辦的模聯會議， 是台

灣數一數二的高中 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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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模擬聯合國社社團組織章程 § 

(106學年度修訂版) 

 

  Municipal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Model United Nation Club Articles Of Club Affairs 

(v. 106 Semester) 

 

 

 
執行處：社團秘書、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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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總綱 
 

第一條 社團名稱 
 

本社團定名為「臺中一中模擬聯合國社」(TransMUN) ，以下簡稱本社。 

 

第二條 章程目的 

 

本組織章程係規範本社行政架構、運作模式及工作要點，任何事務皆須參照本章程之規範。 

第三條 章程效力 

 

本章程自生效日起永久適用，除因社團因特殊狀況致使無法繼續運作，或經時任社團幹部群

一致同意所進行之編纂修訂，否則不得任意逾越或廢除。 

 

第四條 成立宗旨 

 

本社成立宗旨在於期望一中人能藉由投身模擬聯合國事務，培養世界公民需具備之各方面知識

及國際觀，並能藉由參與、籌辦臺中一中模擬聯合國會議，一中人將走向國際，與世界接軌。 

 

 

 

第貳章 組織架構 
 

第五條 幹部義務 

 

本社內所有幹部成員，皆須盡忠職守，努力提升本社團之運作品質，並審慎、公平、共同選出下屆

幹部團隊，不得有曠職或瀆職之情事，否則得由其他成員共同議決懲處。 

 

 

 

第六條 重大決議權利平等 

 

本社團所有幹部成員在其所屬組內或職權範圍內所負責之工作規劃討論，或全體共同編纂修

訂本組織章程時，其權利或意見之表達皆受完整保障，且無分高低。 

 

第七條 社團指導老師 



 

 

 

本社聘請指導老師一~二人，負責本社之重大活動意見提供，提供社員各項指導、建議與協助，

並得知悉社團運作狀況及重大決議。 

第八條 幹部產生方式、任期及職責 
 

(一) 社長：[1位] 

1. 遴選資格：需為本校學生，對國際事務議題及實務具熱忱者；對本社具充分認識、企劃及領

導能力，以帶領幹部做階段或長期性的活動規劃及辦理；品性優良，富責任感， 言行舉止足堪幹

部之表率； 

2. 產生方式：由時任(上屆)幹部與指導老師共同選舉之； 

3. 任期：一學年度； 

4. 職權及職責： 

(1) 計劃、執行、督導及檢討社內各項事務之進行； 

(2) 主持及指導本社之大型會議並適時知悉各小組事務； 

(3) 代表本社與校內、外社團組織聯繫與合作； 

(4) 重大決議如遇僵持或延宕時，得強行作成決議； 

 

(二) 副社長：[1位] 

1. 遴選資格：需為本校學生，對國際事務議題及實務具熱忱者；對本社具充分認識、企劃及

領導能力，並協助社長以及各幹部之間的溝通協調； 

2. 產生方式：由時任(上屆)幹部與指導老師共同選舉之； 

3. 任期：一學年度； 

4. 職權及職責： 

(1) 協助社內各項事務計劃、執行及檢討； 

(2) 協助社長及指導各項會議； 

(3) 若社長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權時，得由副社長代理之； 

 

(三) 教學組：[教學長 1 位、教學 2~3 位] 

1. 遴選資格：需為本校學生，對國際事務議題及實務具熱忱者；具有高等學術品質及素養，

且能規劃社團課程及籌辦會議時之學術工作； 

2. 產生方式：由時任(上屆)幹部與指導老師共同選舉之； 

3. 任期：一學年度； 

4. 職權及職責： 

(1) 國際議題研究及教學計劃製作、執行； 

(2) 負責彙整、設計、發放社課講義； 

(3) 負責教學及引導議題探討； 

(4) 監控、規劃籌辦會議時之學術品質及活動； 

(5) 歸類、建檔當屆各種教學資料及資源等紀錄； 

(6) 若副社長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權時，得由教學長代理之； 

(7) 若教學長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權時，得由其他教學成員共同代理之； 

 

(四) 秘書：[1位] 

1. 遴選資格：需為本校學生，對國際事務議題及實務具熱忱者；對本社具充分認識、企劃能



 

 

力，並協助正副社長以及各幹部之間的溝通協調； 

2. 產生方式：由時任(上屆)幹部與指導老師共同選舉之； 

3. 任期：一學年度； 

4. 職權及職責： 

(1) 保存、建檔社內各項事務計劃、執行、檢討及督導過程與結果； 

(2) 核心及正式社員的出勤統計工作； 

(3) 幹部例會之會議記錄管理工作； 

(4) 社團評鑑總負責人； 

(5) 秘書一職廣義上歸屬教學組； 

 

(五) 公關活動組：[公關 1~2 位、活動長 1 位、活動 1~2 位] 

1. 遴選資格：需為本校學生，對國際事務議題及實務具熱忱者；具交際手腕，且擅長規劃活

動並能確實執行、監督之； 

2. 產生方式：由時任(上屆)幹部與指導老師共同選舉之； 

3. 任期：一學年度； 

4. 職權及職責： 

(1) 負責社內活動之策劃、執行及企劃書撰寫； 

(2) 校內、外之公關事宜； 

(3) 本社網站、粉絲專頁之經營與維護； 

(4) 本社相關活動拍攝、錄影； 

(5) 負責本社影音資料及建檔； 

 

(六) 事務組：[總務２位、美宣1位] 

1. 遴選資格：需為本校學生，對國際事務議題及實務具熱忱者；對財政管理嫻熟，並能確實

掌控社團金流狀況及開支，尤須負責社團器具及各項物品之監控、場地租借等相關事宜； 

2. 產生方式：由時任(上屆)幹部與指導老師共同選舉之； 

3. 任期：一學年度； 

4. 職權及職責： 

(1) 本社相關經費之稽核、經費帳目之管理及製表； 

(2) 負責社內活動之器材借用、保管及退還； 

(3) 負責本社美宣設計、製作； 

(4) 若教學組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權時，得由總務代理之。 

 

第九條 幹部職位出缺、異動或交接之相關處理和基本原則 

 

(一) 若幹部成員因個人因素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離職，其職位接替人選得由所有幹部成

員共同決議是否需要由其他人兼職接任； 

 

(二)  原則上同屆幹部成員之職位不得互相調換，惟若有其合理必要，並得到兩方以外其他

幹部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能成立； 

 



 

 

(三) 若幹部成員發生瀆職或曠職情事，該名幹部以外之其他幹部成員得共同決議如何處 

理；如情節重大以致於需要祭出開除處分，得有至少四分之三以上其他幹部成員同意； 

 

(四) 本社幹部成員數原則上不超過15人、不得少於10人，若人數不足，幹部成員必須召開 

會議討論是否另行招募新進幹部成員，並須得到二分之一以上幹部成員同意，方能進

行，其中新進成員原則上必須為同一年級； 

 

(五) 當屆幹部成員皆須舉辦儲備幹部訓練活動，舉行前須完成確認儲備幹部成員總名單， 展

開職位基本職責交接作業，且宣布新任幹部團隊之日不得晚於當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束前十

四天； 

 

(六) 前述第八條各款第四項所載明之代理執行職務或履行職權等情事，其適用與否須經過

正副社長共同批准或該幹部成員授權，方能成立； 

 

(七) 同組幹部成員如遇意見分歧之情事，必要時得報請幹部例會討論解決方式。 

第十條 社員權利規範 

 

(一) 凡本校學生，經每學年度上下學期期初社團選填登記填選本社後，始為本社社員； 

 

(二) 本社社員所享有之保障權利及應盡義務： 

1. 本社社員享有之權利： 

(1) 社員大會之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與本社各項活動之權利； 

(3) 應徵、申請成為下屆社團幹部儲備成員之權利； 

(3) 本社代表臺中一中出國參與模擬聯合國會議之優先甄選權； 

2. 社員應盡之義務： 

(1) 按時繳納社費，其費用高低由當屆幹部成員共同決議； 

(2) 恪遵本社組織章程，尊重其他社團成員及服從當屆幹部成員之指導； 

(3) 出席本社社員大會，履行各項社員大會之決議之義務； 

(4) 出席本社活動及訓練之義務； 

(5) 確實執行本社分派之各項行政工作； 

3. 若違反本條第二款第2項第2點，當屆幹部成員得報請社團指導老師評估是否懲處； 

4. 基於社員大會之定義及詳細細節未明，自本組織章程生效之日起，本條第二款第1項

第1點及第2項第3點暫時凍結效力，若有回復效力之必要，當屆幹部成員及社團指導

老師得共同討論決議，後續適用範圍及召開會議等相關細節，經表決確立視同有效。 

第十一條 社團會議 

 

(一) 幹部例行會議開會時間與模式： 

1. 定期會議：每週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每月至少兩次，由社長、副社長或教學長召開主持，

針對社內活動計劃與檢討，進行意見交流，促進社團事務推展，依慣例期中考、期考前



 

 

一週及當週不開會，國定假日亦同，幹部成員非因正當理由不得無故缺席； 

2. 不定期會議：得視情況所需，不定期加開各類會議，需經正副社長或秘書提案，並經二分

之一以上幹部成員同意，方能召開，其討論案由及主持人選須附於提案內表決； 

(二) 臺中一中模擬聯合國會議(TransMUN Conference)：每屆幹部皆須負責策劃籌辦，不得

怠忽職守或不參予籌備，於每年7月最後一週舉行。 

 

第十二條 社團經費來源及運作 

 

(一) 社員社費：於每學期初收取社費，用於社團對內、對外活動支出；如需額外支出， 

將另行個別收費並不再以社費名義收取； 

 

(二) 學校或其他單位之經費補助或贊助、舉辦會議所得之盈餘款項不得挪為私用。 

 

 

第十三條 年度重大活動籌備規範 

   (一) 迎新：由活動組擔任總副召進行籌劃，其餘幹部除有正當理由外不可拒絕籌務，並於  

       十月底前完成此項活動； 

   (二) 秋訓：由副社長擔任總召(副召另擇教學組以外成員)擔任進行籌劃，其餘幹部除有正 

         當理由外不可拒絕籌務，並於十一月底前完成此項活動； 

   (三) 寒訓：由幹部會議選出總副召進行籌劃，其餘幹部除有正當理由經幹部會議同意外不 

      可拒絕籌務，並於寒假時進行此項活動； 

   (四) 幹訓：由幹部會議選出總副召進行籌劃，其餘幹部除有正當理由經幹部會議同意外不 

      可拒絕籌務，於四月時進行此項活動，並於五月時繼續擔任下屆幹部遴選總副召，負 

      責統籌一切幹部遴選事項； 

   (五) 臺中一中模擬聯合國會議(TransMUN Conference)： 

      1. 時間為每年度之七月最後一周，詳細時間由當屆籌備團隊另定之； 

       2. 由當屆幹部與下屆儲備幹部組成籌備團隊，籌備團隊應包含： 

 

 

 

 

 

 



 

 

 

 

 
 

         3 . 籌備團隊之組成與擔任職務之分配，由幹部會議於前年12月初決議之； 

          

4 . 所有幹部與儲備幹部皆有義務協助此項活動，有特殊理由並報請秘書長核可 

        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附則 

本組織章程經當屆幹部會議或社員大會通過後，得呈請社團指導老師追認或學務處相關負責

人調閱檢視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