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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章 

 

1 總綱 

1.1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下稱本委員會），乃一根據「香港城市

大學學生會會章」所成立之常設委員會； 

1.2 英 文 譯 名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Affairs Committee (AOAC)； 

1.3 釋義： 

1.3.1 轄下組織泛指學院及學部聯會 (下稱院會）、學科聯會（下稱科會）、宿生會、宿生

會聯會、附屬組織（下稱屬會）及附屬組織聯會（下稱屬會聯會）； 

1.3.2 中央組織及其屬下組織泛指評議會及其屬下委員會與秘書處以及大選委員會、仲裁委

員會、幹事會及其常設部門、編輯委員會及其常設部門、和城市廣播及其常設部門。 

1.4 凡屬香港城市大學（下稱本校）之學生團體（中央組織及其屬下組織除外），必須向本委

員會註冊成為本會之轄下組織，方能在其名稱前冠以「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之名稱； 

1.5 凡本會之轄下組織必須遵守本會會章、附則及評議會決議； 

1.6 本校各學生團體（中央組織及其屬下組織除外）均須遵從本委員會所訂定之任何有關各組

織的行政守則（包括籌委會註冊手續、各組織之註冊手續等）及指引。 

 

2 權責 

2.1 權力 

2.1.1 本委員會對各組織之監察權力僅次於評議會，負責協助評議會監察及管理本會轄下組

織之有關事務，任何附屬於本會之轄下組織（下稱「各組織」）均須服從本委員會根

據會章所付予之職權範圍所作出的決定。 

2.2 職責 

2.2.1 貫徹本會之宗旨，加速本會轄下組織之成立及發展； 

2.2.2 監察各組織之工作； 

2.2.3 審核及通過各組織所提交之文件； 

2.2.4 制訂有關各組織之各項行政守則及指引； 

2.2.5 協助及監察各組織籌備委員會（下稱「籌委會」）統籌成立各院會、科會、宿生會、

宿生會聯會、屬會及屬會聯會、； 

2.2.6 審核及通過各組織籌委會之註冊申請，及其提交之籌委會職權範圍章； 

2.2.7 審核及通過各屬會及屬會聯會之重新註冊申請； 

2.2.8 於任期終結時，就本委員會之權責範圍向評議會提交全年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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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員 

3.1 人數 

3.1.1 本委員會於任期開始時，其成員人數須為至少五人。 

3.2 責任 

3.2.1 須向評議會負責； 

3.2.2 出席委員會會議； 

3.2.3 執行委員會工作。 

3.3 權力 

3.3.1 於應屆週年大會、常務會議及非常會議之會議及續會中，應屆成員擁有投票、發言、

動議及和議之權力（擔任會議主席者除外）。 

3.4 委任 

3.4.1 本委員會委員之任命須於評議會會議上由評議員公開提名並委任； 

3.4.2 各基本會員均可被委任為本委員會之委員。 

3.5 職位 

3.5.1 主席（一名） 

3.5.1.1 職責 

3.5.1.1.1 召開及主持會議，統籌本委員會內之一切事務； 

3.5.1.1.2 須向評議會報告本委員會權責範圍內之一切事宜及狀況； 

3.5.1.1.3 對外代表本委員會； 

3.5.1.1.4 於任期終結時，撰擬並向評議會呈交全年工作報告。 

3.5.2 副主席（學院及學部聯會及學科聯會事務）（一名） 

3.5.2.1 職責 

3.5.2.1.1 協助主席處理本委員會一切有關院會及科會之事務；  

3.5.2.1.2 協助主席撰擬全年工作報告； 

3.5.2.1.3 當主席缺席時，出任會議主席； 

3.5.2.1.4 當主席出缺時，出任署理主席，並履行主席之一切職責。 

3.5.3 副主席（附屬組織事務）（一名） 

3.5.3.1 職責 

3.5.3.1.1 協助主席處理本委員會一切有關屬會及屬會聯會之事務； 

3.5.3.1.2 協助主席撰擬全年工作報告； 

3.5.3.1.3 當主席及副主席（學院及學部聯會及學科聯會事務）同時缺席時，出任會

議主席； 

3.5.3.1.4 當主席及副主席（學院及學部聯會及學科聯會事務）同時出缺時，出任署

理主席，並履行主席之一切職責。 

3.5.4 副主席（宿生會事務）（一名） 

3.5.4.1 職責 

3.5.4.1.1 協助主席處理本委員會一切有關宿生會及宿生會聯會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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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1.2 協助主席撰擬全年工作報告； 

3.5.4.1.3 當主席、副主席（學院及學部聯會及學科聯會事務）及副主席（附屬組織

事務）同時缺席時，出任會議主席； 

3.5.4.1.4 當主席、副主席（學院及學部聯會及學科聯會事務）及副主席（附屬組織

事務）同時出缺時，出任署理主席，並履行主席之一切職責。 

3.5.5 秘書（一名） 

3.5.5.1 職責 

3.5.5.1.1 處理本委員會之一切會議紀錄、檔案、函件來往及其他日常文書工作； 

3.5.5.1.2 協助主席撰擬全年工作報告。 

3.5.6 委員（至少一名） 

3.5.6.1 職責 

3.5.6.1.1 積極參與委員會之會議； 

3.5.6.1.2 執行委員會之工作。 

 

4 任期 

4.1 由應屆委員會主席產生至來屆委員會主席產生為止。 

 

5 換屆 

5.1 於每年二月一日後，當應屆委員會之委員人數已被委任達五人時，去屆委員會主席須於十

四天內召開應屆週年大會第一次會議； 

5.2 於每年六月一日後，當應屆委員會之換屆委員人數已被委任達五人，惟仍未產生應屆委員

會主席時，臨時委員會將自動成立，評議會主席將擔任應屆臨時委員會之署理主席，而各

應屆委員亦將即時上任為應屆臨時委員，處理本委員會之事務；同時應屆署理主席須於七

天內召開或繼續週年大會，直至委員會主席成功產生為止； 

5.3 於每年六月一日後，當應屆委員會之換屆委員人數仍不足五人時，臨時委員會將自動成立，

評議會主席將擔任應屆臨時委員會之署理主席，而評議會須負責處理本委員會之一切事務，

直至應屆委員會主席成功產生為止。 

 

6 會議 

6.1 週年大會 

6.1.1 程序 

6.1.1.1 須由去屆委員會主席或應屆評議會主席召開； 

6.1.1.2 當應屆委員會主席被選出後，後續的週年大會會議及續會，將由應屆委員會主

席召開並主持； 

6.1.1.3 去屆委員皆可出席，惟不享有投票、動議及和議之權力； 

6.1.1.4 應屆委員皆須出席，並享有投票、發言、動議及和議之權力； 

6.1.1.5 會議及續會，其通告及議程須於會議召開前三天張貼於本會佈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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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議程 

6.1.2.1 選舉委員會主席； 

6.1.2.2 選舉委員會副主席； 

6.1.2.3 選舉委員會秘書。 

6.2 常務會議 

6.2.1 程序 

6.2.1.1 常務會議須於每兩個月最少召開一次； 

6.2.1.2 會議及續會，其通告及議程須於會議召開前三天張貼於本會佈告板。 

6.3 非常會議 

6.3.1 程序 

6.3.1.1 由主席提出以處理單一之特定事項；或 

6.3.1.2 由不少於三分之一委員書面聯署要求下召開； 

6.3.1.3 當書面聯署要求發出後，委員會主席須於五天內召開非常會議； 

6.3.1.4 會議及續會，其通告及議程須於會議召開前一天張貼於本會佈告板。 

6.3.2 議程 

6.3.2.1 補選委員會職位懸空；或 

6.3.2.2 處理單一之特定事項。 

6.4 法定人數 

6.4.1 召開週年大會、常務會議及非常會議，各會議及續會之法定人數須為不少於全體委員

的二分之一，包括委員會主席在內； 

6.4.2 如週年大會、常務會議及非常會議，各會議及續會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仍不足

法定人數，主席得宣佈休會，續會須於休會後十天內召開。 

6.5 議案表決 

6.5.1 週年大會、常務會議及非常會議，各會議及續會之表決採取簡單多數決。 

6.6 議事規則 

6.6.1 評議會議事規則直接被應用於本委員會之會議及續會。 

6.6.2 會議時，會議主席及副主席同時缺席時，會議主席將由在席委員互選產生；如無法經

互選產生，會議主席將由學生證編號最前者擔任。 

 

7 辭職 

7.1 本委員會委員之辭職，須以書面形式向評議會提出，評議會須於十四天內召開會議處理該

辭職申請，而是項動議只可在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參與投票之與會評議員投票反對的情況

下方可否決。提出辭職者，須出席處理其辭職事宜之評議會會議。 

 

8 職位懸空 

8.1 如遇委員會主席職位懸空，署理主席須於七天內召開非常會議，補選委員會主席，會議不

可處理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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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如遇委員會副主席或秘書職位懸空，主席可召開非常會議，補選委員會副主席或秘書，會

議不可處理其他事項。 

 

9 出缺 

9.1 當委員會於任期開始後，如遇成員人數連續十四天少於三人時，該屆委員會將自動出缺。 

 

10 臨時委員會 

10.1 如遇委員會因任何理由而出缺，臨時委員會將自動成立，評議會主席將擔任臨時委員會之

署理主席，而評議會須負責處理本委員會之一切事務，直至新一屆委員會成功上任為止。 

 

11 上訴 

11.1 各組織若對本委員會之決定有任何異議，可以書面形式向評議會上訴； 

11.2 各組織之上訴將於評議會之會議上議決。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第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第十九次常務會議第一次續會通過第一次修訂。)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三次常務會議通過第二次修訂。)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一次常務會議通過第三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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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評議會轄下組織﹝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會、附屬組織、宿生會﹞ 

籌備委員會註冊手續指引 

 

第一章 簡介 

1.1 本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撰擬，由本會評議會會章及附則修訂委員會修訂及撰寫建議書，並交由本

會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1.2 本指引適用於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其中包括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

會、附屬組織及宿生會﹞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之註冊手續。 

第二章 註冊手續 

2.1 任何基本會員如欲申請成立籌委會，須向本委員會索取： 

2.1.1 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註冊手續指引（即本文件）； 

2.1.2 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章則； 

2.1.3 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職權範圍章參考樣本； 

2.1.4 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註冊申請表。 

2.2 各申請成立籌委會之單位必須於指定時間內提交以下文件： 

2.2.1 已填妥之『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註冊申請表』； 

2.2.2 該籌委會之職權範圍章一份。 

第三章 註冊 

3.1 除因各申請成立籌委會之單位未能在指定時間內遞交 2.2 之文件，否則本委員在收到 2.2

之文件後，於三個月內處理該項申請。 

3.2 有關結果將以書面形式知會該申請成立籌委會之單位，而當本會評議會通過成立該轄下

組織後，該籌委會之成立將會張貼於本會評議會之佈告板上。 

3.3 註冊申請經本委員會通過後，該申請成立籌委會之單位方可成為評議會轄下組織之籌委

會。 

附註：“指定時間”將由本委員會於每屆學生會年度初在本會評議會佈告版公佈。 

第四章 修改及詮譯 

4.1 本指引之修改須由本委員會會議中通過； 

4.2 本指引之詮譯以本委員會為準。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第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四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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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評議會轄下組織﹝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會、附屬組織、宿生會﹞ 

籌備委員會章則 

 

第一章 總綱 

1.1 本章則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撰擬，經本會評議會會章及附則修訂委員會修訂及撰寫建議書，並交由本會評

議會審議及通過，乃作為處理評議會轄下組織（其中包括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會、附

屬組織及宿生會）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事務之依據； 

1.2 任何籌委會之成立必須經本委員會通過； 

1.3 各籌委會必須遵守本章則。 

 

第二章 籌備委員會之權責 

2.1 草擬該轄下組織之會章； 

2.2 經本會評議會通過成立該轄下組織後，籌備該轄下組織之首次選舉； 

2.3 因 3.5.1 及 3.5.2 而自動解散後，向本委員會呈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第三章 運作守則 

3.1 各申請組織必須獲得本委員會發出之書面批准，方可正式成立籌委會； 

3.2 所有籌委會必須依據其職權範圍章運作； 

3.3 所有籌委會所舉行之一切活動均不能違反其職權範圍章所載。違者本委員會有權著令即時

停止該項活動，嚴重者更有權終止其籌委會會籍； 

3.4 預備會員： 

3.4.1 該籌委會於正式成立後，便可招收預備會員； 

3.4.2 該籌委會不能向預備會員收取費用； 

3.4.3 該籌委會預備會員必須為本會之基本會員； 

3.5 如遇下列情況，該籌委會必須自動解散，並須於一個月內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予本委

員會審閱： 

3.5.1 於該籌委會選出該轄下組織之首屆幹事會四十八小時後； 

3.5.2 於該籌委會成立一年後； 

3.5.3 不被本會評議會通過成立該轄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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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職權範圍章 

4.1 不能違反本會會章； 

4.2 該籌委會之中文名稱前必須冠以『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英文名稱則在後面加上『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4.3 必須清楚列明該籌委會之名稱，宗旨，權責，及解散方法； 

4.4 所有職權範圍章必須有『遵守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章則』之

字句。 

 

第五章 修改及詮譯 

5.1 本章則之修改須由本委員會會議中通過； 

5.2 本章則之詮譯以本委員會為準。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四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九次常務會議中通過再修訂。）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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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評議會轄下組織﹝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會、附屬組織、宿生會﹞ 

籌備委員會職權範圍章參考樣本 

 

名稱： 

本籌委會定名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___（中文會名）籌備委員會，英文譯為: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會名）Organizing Committee』以下簡稱 『本籌委會』。 

 

目的： 

本籌委會乃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 以下簡稱轄委會 ） 之轄

下組織籌備委員會註冊手續第二章而成立，本籌委會成立之目的為籌備『香港城市大學學

生會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會名）（以下簡稱本會）之成立，本會英文譯名為：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文會名）』。 

 

宗旨： 

 本會之宗旨為: 

一：（列出轄下組織之成立目的） 

二：（列出轄下組織之成立目的） 

三：（列出轄下組織之成立目的） 

（宗旨數目視乎該會成立目的而定） 

 

權責： 

 

一 本籌委會為唯一可使用『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中文會名）籌備委員會』之名稱的組

織。 

二 本籌委會負責草擬本會會章，並須於會章草擬完畢後，提交轄委審閱。 

三 本籌委會負責組織及協助本會第一屆幹事會選舉。 

四 本籌委會須向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五 本籌委會必須遵守轄委會有關籌備委員會之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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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一.  主席一人（列出成員之數目） 

二.  常務秘書一人（列出成員之數目） 

三.  財務秘書一人（列出成員之數目） 

四.  _____________（其他成員）________（列出成員之數目）人 

五.  _____________（其他成員）________（列出成員之數目）人 

（成員之人數及組成視乎該籌委會之需要而定。） 

 

成員職責： 

一. （列出成員之職責） 

二. （列出成員之職責） 

三. （列出成員之職責） 

四. （列出成員之職責） 

五. （列出成員之職責） 

 

（成員之職責須配合成員組成，及視乎該籌委會之需要而定） 

 

解散： 

一 本籌委會於正式註冊後壹年內，本會仍未能正式成立，本籌委會須自動解散，並須於壹個月

內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予轄委會審閱。 

二 本籌委會於本會正式成立後四十八小時內自動解散，並須於壹個月內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

告予轄委會審閱。 

 

詮釋： 

本職權範圍章之詮釋以轄委會為準。 

 

備注： 

本樣本僅供各欲成立籌委會之單位作參考之用，唯各籌委會仍可因其成立後之實際需要適當地

增刪條文或字句。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六次非常會議中通過。）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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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評議會轄下組織﹝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會、附屬組織、宿生會﹞ 

籌備委員會職權範圍章 

 

名稱： 

本籌委會定名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籌備委員會，英文譯

為: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anizing Committee』以下簡稱 『本籌委會』。 

 

目的： 

本籌委會乃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 以下簡稱轄委會 ） 之轄下

組織籌備委員會註冊手續第二章而成立，本籌委會成立之目的為籌備『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本會）之成立，本會英文譯名為：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旨： 

本會之宗旨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權責： 

一 本籌委會為唯一可使用『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籌備委員

會』之名稱的組織。 

二 本籌委會負責草擬本會會章，並須於會章草擬完畢後，提交轄委會審閱。 

三 本委員會於評議會通過成立後，成員將自動成為本會第一屆大選委員會委員。 

四 本籌委會負責組織本會第一屆幹事會選舉。 

五 本籌委會須向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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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籌委會必須遵守轄委會有關籌備委員會之章則。 

 

成員： 

一.  主席一人 

二.  常務秘書一人 

三.  財務秘書一人 

四.  ____________（其他成員）____________人 

五.  ____________（其他成員）____________人 

 

成員職責： 

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散： 

一 本籌委會於正式註冊後壹年內，本會仍未能正式成立，本籌委會須自動解散，並須於壹個月

內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予轄委會審閱。 

二 本籌委會於本會正式成立後四十八小時內自動解散，並須於壹個月內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

告予轄委會審閱。 

 

詮釋： 

本職權範圍章之詮釋以轄委會為準。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第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六次非常會議中通過。）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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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評議會轄下組織﹝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會、附屬組織、宿生會﹞ 

籌備委員會註冊申請表 

 

 

茲按照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註冊手續第二章之規定，本籌備委

員會名稱為「（中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籌備委員會」，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rganizing Committee,現

向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申請註冊成為轄下之籌備委員會。 

 

本籌備委員會成立後其轄下組織之宗旨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籌備委員會清楚明白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章則之內容並願意遵守。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文件編號：AOAC_三 

16/93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__________至__________年度成員資料 

 

籌備委員會名稱：（中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籌備委員會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rganizing Committee. 

 

成員個人資料: 

職 銜 
姓 名 

（中文及英文） 
學生編號 

就讀課程 

名稱及年級 
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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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註冊申請表 

 

以下同學支持﹝籌備委員會名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籌備

委員會之成立，並會在籌委會正式成立後，自動成為預備會員，並於本會成立後的第一次大選

中享有參選、提名、和議及投票之權利。 

 

姓名 學生編號 課程名稱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簽名 

      

      

      

      

      

      

      

      

      

      

      

      

      

      

      

      

      



文件編號：AOAC_三 

18/93 

姓名 學生編號 課程名稱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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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第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六次非常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四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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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迎新活動指引 

第一章 總綱： 

1.1. 本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撰寫，由本會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1.2. 本指引為本會轄下組織於舉辦迎新活動時之依據。 

第二章 迎新活動宗旨： 

2.1. 活動之宗旨乃在於履行本會以及轄下組織之宗旨、建立基本會員之歸屬感、協助基本僧

員自我發展及提供機會讓參加者建立友誼和團結精神。 

第三章 迎新活動內容： 

3.1. 迎新活動負責人籌備活動時，均需顧及參加者之感受及利益。 

3.2. 活動之負責人需以尊重參加者之態度舉辦迎新活動，從而對參加者有正面及積極之影響。 

3.3. 在籌備迎新活動時需特別留意各項節目之內容，避免有意識不良之成份。 

3.4. 迎新活動內應盡量避免含有任何賭博成份之項目。 

3.5. 在迎新活動內，不能宣傳任何煙酒商品。 

3.6. 在迎新活動內，不能宣傳任何藥物製成品。 

3.7. 迎新活動中之各項節目需給予參加者正面之訊息，避免令參加者有負面之影響。 

3.8. 在籌備節目時，各籌委會亦需注意版權問題，不能使用盜版及侵權之物品。 

3.9. 為了避免發生意外，各迎新活動之負責人在籌備迎新營之活動時應做足一切安全措施，

盡量避免危險性高之項目及注意所有參加者之安全。 

3.10. 為了避免場面失控，各迎新活動之負責人需妥善控制迎新活動之氣氛。 

第四章 迎新活動之財務安排： 

4.1. 所有迎新活動所收取之贊助及其活動之一切財務安排，均須符合學生會評議會之財務守

則。 

第五章 文件遞交： 

5.1. 各轄下組織須於迎新營一個月前呈交以下文件予本委員會︰ 

5.1.1 迎新營計劃書 

5.1.2 迎新營財政預算  

5.2. 各轄下組織須於迎新營後一個月內呈交以下文件予本委員會︰ 

5.2.1.  迎新營工作報告 

5.2.2.  迎新營財政報告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第十六屆學生會評議會第六次常務會議通過。）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第二十二屆學生會評議會第十一次常務會議通過第一次修訂。)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三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文件編號：AOAC_GL_4 

21/93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轄下組織文件提交指引 

 

第一章  簡介 

1.1 本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撰擬，由本會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1.2 本指引適用於本會評議會各轄下組織「以下簡稱各會」提交文件之手續及程序。 

 

第二章  各會必須提交之文件 

2.1 會章、工作計劃、預算及註冊文件 

2.1.1 各會須於該會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成立後三十天內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會之 

2.1.1.1 會章； 

2.1.1.2 全年工作計劃； 

2.1.1.3 全年財政預算； 

2.1.1.4 應屆幹事會幹事資料：包括職位、姓名、學生編號、課程名稱、聯絡方法及簽署； 

2.1.1.5 大選有關文件。 

2.1.2 各附屬組織須於該會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成立後三十天內向本委員會提交該

會之其他文件，包括： 

2.1.2.1 重新註冊申請表； 

2.1.2.2 所有會員之資料：包括姓名及學生編號； 

2.1.2.3 會長及財務幹事聯名戶口存摺首頁及印有銀碼首頁之影印本。（擁有學生會之附

屬戶口的附屬組織除外） 

2.1.3 各學院及學部聯會評議會、學科聯會評議會、宿生會評議會、附屬組織聯會及宿生

會聯會須於該會評議會、宿生議會或宿生議會（聯席）成立後內向本委員會提交該

會之文件，包括： 

2.1.3.1 應屆評議會或宿生議會成員資料：包括職位、姓名、學生編號、課程名稱、聯絡

方法及簽署。 

2.2 全年工作及財政報告 

2.2.1 各會須於該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 任期完成後三十天內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會之 

2.2.1.1 全年工作報告﹔ 

2.2.1.2 全年財政報告﹔(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會須同時遞交單據及銀行月結單之影印

本、附屬組織須同時遞交單據之正本及銀行存摺之影印本) 

2.2.2 各學科聯會、宿生會及擁有學生會之附屬戶口的附屬組織須於該會幹事會（或臨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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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員會）任期完結後三十天內向本委員會提交全年財政報告之附加文件，包括： 

2.2.2.1 單據之影印本； 

2.2.2.2 銀行月結單之影印本。 

2.2.3 各擁有會長及財務幹事聯名戶口的附屬組織須於該會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任

期完結後三十天內向本委員會提交全年財政報告之附加文件，包括： 

2.2.3.1 單據之正本； 

2.2.3.2 銀行存摺首頁； 

2.2.3.3 銀行存摺印有銀碼頁數之影印本。 

2.3 個別活動之計劃書、財政預算、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2.3.1 本委員會可根據本委員會或本會評議會常設委員會之指引，要求各會就個別活動提交

計劃書、財政預算、工作報告或財政報告； 

2.3.2 轄下組織須於活動舉辦前二十天提交該活動之計劃書及財政預算，並在活動舉辦後一

個月內提交該活動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2.3.3 如轄下組織於活動舉辦前三天仍未提交計劃書及財政預算，轄下組織不得舉辦是次活

動，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不可就審核其個別活動行使本委員會之酌情權。 

2.4 其他事項 

2.4.1 各學科聯會於上述限期前提交之全年工作計劃、全年財政預算、全年工作報告及全年

財政報告必須經該會評議會通過，若該等文件於限期前未能通過該會評議會，則必須

於限期三天前以書面通知本委員會，經本委員會批准後須向本委員會呈交上述各文件

之草案，並須於一個月內補交已獲該會評議會通過之文件。 

2.4.2 各宿生會於上述限期前提交之全年工作計劃、全年財政預算、全年工作報告及全年財

政報告必須經該會宿生評議會通過，若該等文件於限期前未能通過該會宿生會評議會，

則必須於限期三天前以書面通知本委員會，經本委員會批准後須向本委員會呈交上述

各文件之草案，並須於一個月內補交已獲該會宿生會評議會通過之文件。 

 

第三章    文件提交程序 

3.1 各份文件格式必須根據本委員會所制定之範本； 

3.2 於提交文件時，本會職員或本委員會委員將於該文件蓋上當日日期，本委員會將以該

日期為該會提交文件之正式日期； 

3.3 各會須於交收文件後向本會職員或本委員會委員領取收條或收據，以證明文件已被接

收，本委員會將以收條或收據核實各會文件之交收； 

3.4 若各會因特殊情況未能於限期前提交文件，必須於限期三天前以書面通知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可根據情況作酌情處理，各會需於活動三天前、或本委員會訂立之日期前向

本委員會提交該文件。唯本委員會未有酌情處理之決定前，各會須根據原定之限期前

提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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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逾期遞交文件 

4.1 各會必須準時向本委員會提交各項文件，若於限期後仍未提交有關文件，本委員會將

會對該會採取行動； 

4.1.1 若各會於限期後仍未能提交本委員會要求提交之文件，本委員會將要求本會幹事會及

學生發展處暫停該會之場地及物資借用權七天，即使如各會已於限期後七天內提交該

文件，凍結之期限亦不會即時終結； 

4.1.2 若各會於限期後一星期內仍未能提交本委員會要求提交之文件，本委員會將要求本會

幹事會及學生發展處再暫停該會之場地及物資借用權十四天，即使各會已於限期後三

星期內提交該文件，凍結之期限亦不會即時終結； 

4.1.3 若各會於限期後三星期內仍未能提交本委員會要求提交之文件，本委員會將建議本會

評議會暫時凍結該會之附屬戶口；（擁有會長及財務幹事聯名戶口的附屬組織除外） 

4.1.4 若各會於限期後三星期內仍未能提交本委員會要求提交之文件，本委員會將要求本會

評議會考慮暫時凍結該轄下組織之一切權利，並將該項問題呈交本會評議會會議處理； 

4.1.5 如有任何人為因素或失職導致上述逾期遞交文件，本委員會將把有關之人為因素或失

職事宜呈交本會評議會會議處理。 

 

第五章   修訂及詮釋 

5.1 本指引之修訂須由本委員會草擬，並交由本會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5.2 本指引之詮釋以本委員會為準。 

 

 

（二零零二年六月五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二次常務會議第二次續會通過第一次修訂。） 

（二零零五年七月八日學生會評議會第十次常務會議通過第二次修訂。）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二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五次第一次續會通過第三次修訂。）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三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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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轄下組織對外組織關係申報指引 

1. 本指引及申報表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撰寫，由本會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2. 本指引及申報表適用於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申報與對外組織之關係； 

 

3. 各本會評議會之轄下組織必須向本委員會申報所有與對外組織關係及在對外組織中之身份； 

 

4. 各組織須於申報表： 

4.1. 填寫校外組織之名稱 

4.2. 填寫轄下組織在校外組織中之身份； 

4.3. 填寫校外組織聯絡人姓名、電話； 

4.4. 填寫轄下組織聯絡人姓名、電話； 

4.5. 校外組織聯絡人簽署及印上校外組織印鑑； 

4.6. 背面印上轄下組織印鑑； 

 

5. 各組織須於上任後三十天內遞交申報表； 

 

6. 如果在遞交申報表後，申報表上之資料有任何改動，如在對外組織之身份或對外組織聯絡人

有變，必須向本委員會重新申報； 

 

7. 轄下組織遞交申報表之程序須根據本委員會【轄下組織文件提交指引】； 

 

8. 修訂 

8.1. 本會評議會保留修改本指引之權利； 

8.2. 本指引之修改可由本委員會提出； 

8.3. 所有本指引之修改，須由本會評議會通過方為有效； 

 

9. 詮釋 

9.1. 以每屆本委員會所詮釋為準； 

9.2. 本會評議會保留詮釋本指引之權利。 

 

10. 其他 

10.1. 如各轄下組織未能在限期前遞交申報表或未能根據本指引填寫申報表，必須以書面形

式向本委員會作出交代，本委員會將根據有關情況作出適當安排。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第十六屆學生會評議會第十次常務會議第二次續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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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轄下組織對外組織關係申報表 

轄下組織名稱：    填表日期:  

      

校外組織名稱：      

（1）     轄下組織身份:  

 校外組織聯絡人：  電話：    

 轄下組織代表  ：  電話：    

      

 

 

 

 校外組織聯絡人簽署    校外組織印鑑  

校外組織名稱：      

（2）     轄下組織身份:  

 校外組織聯絡人：  電話：    

 轄下組織代表  ：  電話：    

       

 

 

 校外組織聯絡人簽署    校外組織印鑑  

校外組織名稱：      

（3）     轄下組織身份:  

 校外組織聯絡人：  電話：    

 轄下組織代表  ：  電話：    

       

 

 

 校外組織聯絡人簽署    校外組織印鑑  

由內部填寫     

備註:   收件人簽署:           

收件編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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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附屬組織章則 

第一章 總綱 

1.1 本章則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草擬，並由本會評議會制訂，乃作為處理評議會附屬組織﹝以下簡稱屬會﹞

事務之依據； 

1.2 本章則乃根據學生會會章第十二章『附屬組織』制訂； 

1.3 各屬會必須遵守本章則。 

 

第二章 會籍 

2.1 任何香港城市大學內之學生組織 （除本會之評議會、仲裁委員會、幹事會、編輯委員會、

城市廣播、學院及學部聯會、學科聯會及宿生會外），均須申請附屬本會； 

2.2  各屬會於每屆必須依照本委員會之『附屬組織﹝屬會聯會、屬會﹞註冊手續指引』﹝以

下簡稱註冊手續指引﹞重新註冊，如有屬會未能依照註冊手續指引而完成重新註冊手

續，本委員會可以根據註冊手續指引向本會評議會要求凍結或取消其附屬本會之會籍資

格，並保留向有關幹事作出追究之權利； 

2.3  各屬會之基本會員人數不可連續一個月少於 40 人； 

2.4  各屬會之性質均不能與其他屬會相類似； 

2.5  各屬會之會員會籍有效期為入會後至每年之 7 月 31 日。 

 

*附註：唯屬會基本會員可在有效期前一個月內續會和繳交會費，及向本委員會呈交以下文件： 

1. 轄下組織聲明書﹝聲明其在續會後仍符合本會會章 2.1.1 基本會員資格﹞；續會後，其會籍延長至翌年

7 月 31 日。 

 

第三章 附屬組織會章草擬及修訂守則 

3.1 不能違反本會會章； 

3.2 必須清楚列明該屬會附屬本會； 

3.3 各屬會之中文名稱必須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該屬會名稱﹞；英文名稱為﹝Name of 

the Societ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3.4 必須清楚列明該屬會之名稱、宗旨、組織架構及權力和解散方法； 

3.5 該屬會之基本會員必須為本會之基本會員； 

3.6 該屬會之附屬會員必須為本會之附屬會員； 

3.7 該屬會之臨時會員必須為本會之臨時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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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必須清楚列明該屬會之結構，而其中最少必須包括以下之組織： 

 3.8.1 全民／會員大會及全民投票； 

 3.8.2 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及其轄下常設委員會或常設部門； 

3.9  必須清楚列明該屬會召開全民／會員大會及全民投票之條件，如召開全民／會員大會及

全民投票之合法人數、張貼會議通告之時限等； 

3.10 必須清楚列明該屬會之全民／會員大會及全民投票所具有之權力，如兩者均具同等權力、

兩者不能與該屬會之會章有所抵觸等； 

3.11 各屬會會章之修改，須經該屬會最高權力架構通過，並經本會評議會逍通過後，方為有

效。 

 

第四章  附屬組織運作守則 

4.1   各屬會必須依照其會章及本會會章運作； 

4.2   各屬會之運作方式及處理財務方法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4.3  各屬會之運作方式及處理財務方法須根據本會評議會財務委員會所訂立之財務守則及指引； 

4.4   各屬會於制訂工作計劃時，其活動必須能夠履行其會章宗旨； 

4.5 各屬會必須依據本會評議會財務委員會所制訂之財政預算指引制訂其財政預算； 

4.6 凡新成立之屬會，必須於本會開設一個附屬戶口； 

4.7 各屬會所舉辦之活動均不能超出該屆之任期； 

4.8 各屬會必須履行其全民／會員大會及全民投票之議決。 

 

第五章 違反本章則之處理方法 

5.1 任何屬會違反本章則，本委員會將對該屬會採取以下措施： 

5.1.1 經本委員會處理後，可凍結或撤銷該屬會於本會擁有之權利； 

5.1.2 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凍結或取消其附屬本會之會籍資格； 

5.1.3 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向該屬會有關幹事作相應之處分。 

 

（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五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七次常務會議第一次續會通過修訂）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三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四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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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轄下組織聲明書 
 

註：本會之基本會員均聲明其在續會後仍符合本會會章 2.1.1 基本會員資格，並在此簽

名作實。 

 

收據號碼 姓名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學生電郵 簽名 

      

      

      

      

      

      

      

      

      

      

      

      

      

      

      

      

      

      

      

      

      

 

             

會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四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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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附屬組織聯會章則 

 

第一章 總綱 

1.1 本章則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草擬，並由本會評議會制定，乃作為處理附屬組織聯會﹝以下簡稱聯會﹞

事務之依據； 

1.2 本章則乃根據學生會會章第十一章『附屬組織』制定； 

1.3 各聯會必須遵守本章則； 

 

第二章 會藉 

2.1 各聯會必須持有由其所有成員之會印或有關文件作支持，方可向本會申請成立。在本會

評議會會議中通過後，方被承認為本會之聯會； 

2.2 各聯會必須接納任何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附屬組織﹝屬會﹞為成員； 

2.3 任何香港城市大學之屬會聯會，必須申請附屬本會； 

2.4 凡首次註冊之聯會，須經本會評議會批准後，方可正式成為本會之轄下組織； 

2.5 各屬會於每屆必須依照本委員會之『附屬組織註冊手續指引』﹝以下簡稱註冊手續指引﹞

重新註冊，而未能依照註冊手續指引上而完成重新註冊手續，本委員會可以根據註冊手

續指引向評議會要求凍結或取消其附屬本會之會藉資格，並向有關幹事作相應之處分。 

 

第三章 運作守則 

3.1 各聯會必須依照其會章及本會會章運作； 

3.2 各聯會運作之方式及處理財務之方法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3.3 各聯會運作之方式及處理財務之方法須根據本會評議會財務委員會所定立之財務守則及

指引； 

3.4 各聯會於制定工作計劃時，其活動必須能夠履行其會章宗旨； 

3.5 各聯會必須依據本會評議會所制定之轄下組織財政預算範例制定其財政預算； 

3.6 任期內，若舉辦之活動不在全年工作計劃內，必須於該活動舉行一個月前遞交其計劃書

及財政預算乙份予本委員會。並於該活動完成後十五天內提交其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3.7 會章之修改，須在聯會會議中通過，其後並須將已修訂之會章及動議記錄遞交本委員會，

並再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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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處分 

4.1 任何屬會如有違反本章則之行徑，將會受到以下處分： 

4.1.1 經本委員會通過後，可撤銷該聯會於本會擁有之權利； 

4.1.2 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凍結或取消聯會附屬本會之會藉資格； 

4.1.3 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向聯會有關成員作相應之處分。 

 

第五章 其他 

5.1 會員 

5.1.1 各聯會之會員必須為其附屬之轄下組織﹝屬會﹞成員代表。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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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附屬組織聯會成立指引 

 

第一章 總綱 

1.1 本成立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制定。 

1.2 本成立指引為首屆附屬組織聯會成立時之依據。 

 

第二章 首次成立申請  

2.1 任何附屬組織均可向本委員會申請與其他附屬組織成立附屬組織聯會，須依照本會會

章第十三章 13.5 和本委員會之附屬組織聯會章則成立及運作。 

2.2 各有意成立聯會之附屬組織必須提交成立附屬組織聯會申請書及附屬組織聯會代表委

任書作支持，文件上須蓋有各自之會印，方可向本委員會申請成立。 

2.3 本委員會於收妥所有文件後，將儘快處理該項申請並通知本會評議會。 

2.4 有關成立附屬組織聯會之文件需經本會評議會審閱，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本委員會

將以書面知會申請者，並於本會評議會轄下之佈告板公佈。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第三十五屆學生會評議會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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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成立附屬組織聯會申請書 

 

本會          （附屬組織名稱）按照

學生會會章 13.5 向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申請與其他附屬組織組成附屬組織聯會，聯會按照

學生會會章 13.5 和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之「附屬組織聯會章則」（以下簡稱附屬組織聯會章

則）運作。本會按附屬組織聯會章則 2.1 的要求在此蓋上會印及附上證明文件作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屬組織名稱） 幹事會主席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印 

 

 

 

 

 

 

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第三十五屆學生會評議會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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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附屬組織聯會代表委任書 

 

本會          （附屬組織名稱）按照

學生會會章 13.5.5.1 委任基本會員： 

姓名：                                                （中） 

                                                （英）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為本會在附屬組織聯會之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屬組織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委任者簽署 幹事會主席簽署及蓋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事務委員會主席簽署及蓋印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主席簽署及蓋印 

 

 

 

 

日期：    年    月    日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第三十五屆學生會評議會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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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附屬組織註冊手續指引 

 

第一章 總綱 

1.1 本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撰擬，經本會評議會會章及附則修訂委員會修訂及撰寫建議書，並交由本會評

議會審議及通過； 

1.2 本指引乃唯一合法之附屬組織﹝屬會聯會、屬會﹞註冊手續指引。 

 

第二章 首次註冊申請 

2.1 任何本會基本會員，如欲申請成立附屬組織，必須首先向本委員會申請成立該轄下組織之

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其申請需依據評議會轄下組織籌備委員會註冊手續指引進行，

成立後須依照其職權範圍章運作及籌備該屬會聯會或屬會之成立； 

2.2 本委員會於收到會章草擬本後，將儘快處理該項申請； 

2.3 該籌委員會所呈交之籌備委員會註冊申請表後，需經評議會審閱，經評議會通後，本委員

會將以書面知會該籌委會，並於本會評議會轄下之佈告版公佈； 

2.4 該籌委會須於隨後選出該會之首屆幹事會； 

2.5 首屆幹事會須向本委員會提交以下三項文件： 

2.5.1 已填妥之『附屬組織註冊申請表』； 

2.5.2 該附屬組織會章一份； 

2.5.3 該附屬組織之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2.6 以上文件將分別由評議會各委員會審閱，一經接納後，本委員會將以書面通知該會。 

 

第三章 重新註冊所須資料 

3.1 各附屬組織﹝屬會聯會、屬會﹞必須於上任後一個月內遞交以下文件： 

3.1.1 重新註冊申請表； 

3.1.2 大選結果； 

3.1.3 去屆幹事會全年工作報告；（須附合本會評議會之範本要求） 

3.1.4 去屆幹事會全年財政報告；（須附合本會評議會之範本要求及須連同正本單據） 

3.1.5 應屆幹事會全年工作計劃及全年財政預算；（須附合本會評議會之範本要求） 

3.1.6 應屆幹事會幹事資料：包括職位、姓名、學生編號、課程名稱、聯絡方法； 

3.1.7 所有會員之資料：包括姓名及學生編號； 

3.1.8 去屆會長及財務幹事聯名戶口存摺簿之首頁及最近結存一頁之影印本予本委員會； 



文件編號：AOAC_AC_3A 

35/93 

3.1.9 應屆會長及財務幹事聯名戶口存摺簿之首頁及最近結存一頁之影印本。 

3.2 如任何附屬組織未能在指定時間內遞交 3.1 所包括之文件，本委員會可向評議會要求對有關

附屬組織進行以下措施： 

3.2.1 凍結有關附屬組織附屬本會之會藉，如凍結所有該附屬組織之物資使用權； 

3.2.2 取消有關附屬組織附屬本會之會藉，如取消所有該附屬組織之物資使用權； 

3.2.3 向有關之幹事會幹事提出遺憾議案，或投以不信任票。 

 

（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七次常務會議第一次續會通過修訂）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四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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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附屬組織註冊申請表 

 
茲按照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制訂之附屬組織註冊手續指引之規定，本會名稱為：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中文)，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英文) 

，現申請註冊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之附屬組織。 

 

本會之宗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之人數：                

 

本會之任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本會之會費：$              

 

本會清楚明白評議會所制訂之附屬組織章則之內容，並願意遵守。 

 

            年      月      日                

                  

簽署 

 

 

                                                

會印              職銜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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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附屬組織解散及幹事會出缺指引 

 

第1章   簡介 

1.1.  本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撰擬，由本會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1.2.  本指引適用於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轄下之附屬組織「以下簡稱屬會」出缺及解散之

手續及程序。 

 

第2章   幹事會出缺 

2.1 本委員會下任何屬會之幹事會出缺，該屬會現任或去屆之幹事會必須： 

2.1.1 於該屬會註冊任期結束前向本委員會提交臨時行政委員會之成員名單資料及根據本

轄委會之「附屬組織註冊手續指引」進行註冊； 

2.1.2 於該屬會註冊任期結束後仍未能根據本指引 2.1.1 之手續處理該屬會之出缺情況，則

須張貼通告知會該屬會之會員有關該屬會的情況，並邀各會員組織臨時行政委員會

及根據本委員會之「附屬組織註冊手續指引」進行註冊，而通告張貼時限為一個月。 

2.2 於該屬會之幹事會出缺時，去屆成幹事會之會長將自動成為現屆臨時行政委員會。 

2.3 本委員會下任何屬會於任何情況下出現幹事會出缺，而又未能根據本指引 2.1 之手續處理該

屬會之出缺情況，評議會可將該組織視為自動解散。 

 

第3章   解散屬會 

3.1. 任何屬會將於下列情況下解散： 

3.1.1.根據其會章解散之手續及程序進行； 

3.1.2.未能於本委員會指定時間內進行註冊； 

3.1.3.該屬會幹事會出缺，而又未能乎合本指引 2.1 之程序； 

3.1.4.該屬會臨時行政委員會成立一年後仍未能選出該屬會之新一屆幹事會； 

3.1.5.該屬會之會員人數未能乎合本轄委會附則之要求，亦未能於委員會訂立之時間內重新

招收乎符合本委員會附則要求之會員人數。 

3.1.5.1. 當任何屬會之會員人數未能乎合本轄委會附則之要求，本委員會需就相關屬

會之情況訂立不少於二十天之期限，並張貼通告及書面通知該屬會之幹事會

／臨時行政委員會，通告張貼時限為二十日。如該屬會未能於指定期限內重

新招收乎符合本委員會附則要求之會員人數，評議會可將該組織視為自動解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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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屬會解散後之處理 

4.1. 任何被解散屬會之一切物資將暫時由本委員會接管。 

4.2. 本委員會將該被解散之屬會的一切物資轉交學生會幹事會處理或作公開拍賣，而拍賣所得

金額將連同該屬會之剩餘款項存入學生會之銀行戶口。 

4.3 該被解散屬會之原屬學生會的物資將交回學生會幹事會處理，分配予其它本會轄下之任何

組織。 

 

第5章   臨時行政委員會 

5.1. 臨時行政委員會只適用予屬會幹事會出缺之情況下。 

5.2. 臨時行政委員會職責主要為幹事會出缺之屬會，籌組新一屆之幹事會，於新一屆幹事會選

出前，臨時行政委員會之權責等同該屬會之幹事會。 

5.3. 臨時行政委員會之成員必須最少包括會長、財務幹事及常務幹事。 

5.4. 臨時行政員會最長有效期為一年。 

 

第6章   修訂及詮譯 

6.1. 本指引之修訂須由本委員會草擬，並交由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6.2. 本指引之詮譯權將交予每屆之轄委會。 

 

附註：「指定時間」將由每屆本委員會決定及另行通知。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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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新生註冊日及附屬組織會藉指引 

第一章 總綱 

1.1. 本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撰寫，由本會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1.2. 本指引適用於本會附屬組織於新生註冊日招收會員及申報附屬組織會員會藉時之依據。 

 

第二章 有關新生註冊日 

2.1. 各附屬組織於新生註冊日期間，必須填寫一份表格，並於每日註冊時間完結時提交給本委

員會，作為申報當日招收新會員的情況。 

2.2. 在新生註冊日後，各附屬組織必須於兩星期內提交一份已更新之會員名單給本委員會。 

2.3. 各附屬組織於招收新會員時，必須清楚地向新會員解釋其有效會藉日期、身份、會員權益

及在於一些校外組織中之身份等。 

 

第三章 有關附屬組織會員會藉 

3.1. 為保障各附屬組織會員之權益，各附屬組織需向其會員交代清楚與其他校外組織的關係，

其性質及會員本身於該組織之權益。 

3.2. 為保障各附屬組織會員之權益，各附屬組織需於上任後一個月內遞交附屬組織會員會藉申

報表。 

3.3. 各附屬組織所申報之資料需以其會章為準。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學生會評議會第六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七次常務會議第一次續會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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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新生註冊日表格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附屬組織之名稱） 

學生編號 姓名 電話 收據編號 

    

    

    

    

    

    

    

    

    

    

    

    

    

    

    

    

    

    

    

    

    

    

    

    

    

    
 

日期：              

 

負責人：                   附屬組織印章：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 學生會評議會第六次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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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附屬組織會員會藉申報表 

 

附屬組織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屬組織任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會籍有效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入會後須繳交之基本費用 :（包括入會費用或年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權益： 

i. 附屬組織對外組織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會員入會後所得到之實質福利或利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確認以上之申報為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屬會名稱)幹事會 

會長/署理會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署名)            印鑑： 

 

日期: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 第十六屆學生會評議會第六次常務會議通過。）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四次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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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宿生會章則 

第一章 總綱 

1.1 本章則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草擬，並由本會評議會制訂，乃作為處理宿生會事務之依據； 

1.2 本章則乃根據本會會章第十二章宿生會制訂； 

1.3 各宿生會必須遵守本章則； 

1.4 定義： 

1.4.1 本會宿生會指所有學生宿舍舍堂內之學生組織。 

 

第二章 宿生會會章草擬及修訂守則 

2.1 不能違反本會會章； 

2.2 必須清楚列明該宿生會（以下簡稱該會）隸屬本會； 

2.3 各會之中文名稱必須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各舍堂名稱)  宿生會；英文名稱為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Name of Building)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2.4 必須清楚列明該會之名稱、宗旨、組織架構及權責、任期和解散方法； 

2.5 該會之基本會員必須為本會之基本會員； 

2.6 該會之附屬會員必須為本會之附屬會員； 

2.7 該會之臨時會員必須為本會之臨時會員； 

2.8 如該會之會員退出本會，將等同同時退出該會； 

2.9 必須清楚列明該會之結構，而其中最少必須包括以下之組織： 

2.9.1 宿生會幹事會。 

2.9.2 宿生會評議會。 

2.9.3 全民大會。 

2.9.4 全民投票。 

 

第三章 宿生會運作守則 

3.1 各會必須依照其會章及本會會章運作； 

3.2 各會之財政運作方式及處理財務方法須根據本會評議會財務委員會所訂立之財務守則及指

引； 

3.3 各會之運作方式及處理財務方法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3.4 各會會章之修改，須經該會最高權力架構訂定議程討論及通過，其後並須將已修訂之會章

及有關之紀錄遞交予本委員會，並經本會評議會處理後，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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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各會之組成、籌備、註冊、改組及更改架構等必須根據本會評議會之議決及指引進行。 

 

第四章 宿生會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運作守則 

4.1 各會幹事會及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必須依照各會會章及本會會章運作； 

4.2 各會幹事會之運作必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4.3 各會於選出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後，必須於屆天內把當選幹事或臨時行政

委員會之成員名單交予本會評議會； 

4.4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須於上任後三十天內，提交經其宿生會評議會

通過之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予本委員會； 

4.5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須於任期終結後三十天內，提交經其宿生會評

議會通過之全年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予本委員會； 

4.6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若凡舉辦之活動不在全年工作計劃內，必須經

其宿生會評議會通過之活動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予本委員會，並於其工作報告內解釋其活

動不在全年工作計劃內之原因； 

4.7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所舉辦之活動均不能超出該屆之任期； 

4.8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必須履行該會全民大會（各舍堂名稱）、全民

投票（各舍堂名稱）、宿生會評議會（各舍堂名稱）之議決。  

 

第五章 全民大會 

5.1 權責：全民大會擁有其舍堂宿生會最高權力，其決議只能於其後之宿生會全民大會、宿生

會全民投票中推翻；惟其決議不能與其舍堂宿生會會章、宿生會章則、本會會章、有所抵

觸。 

5.2 組織：  

5.2.1 全民大會由其舍堂所有宿生會基本會員參與組成； 

5.2.2 主席由其宿生會評議會主席擔任；如主席缺席，則由其宿生會評議會副主席暫代

其職；如兩人同時缺席，主席則由其宿生會評議會成員中互選； 

5.2.3 大會秘書由其宿生會評議會秘書擔任。如秘書缺席，則由大會選出其舍堂宿生會

基本會員一名為會議秘書。 

 

第六章 全民投票 

6.1.1 權責： 

6.1.1.1 宿生會全民投票於其舍堂宿生會擁有最高權力，其決議只能於其後之宿生會全民

投票、宿生會全民大會中推翻；惟其決議不能與宿生會章則、本會會章有所抵觸。 

6.1.1.2 全民投票與全民大會具同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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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宿生會評議會 

7.1 定義： 宿生會評議會乃負責宿生會一切立法及監察事宜之權力機構。 

7.1.1 權責： 

7.1.1.1 維護其宿生會會員之權益； 

7.1.1.2 審核及通過其宿生會之活動； 

7.1.1.3 處理其宿生會內之投訴事項； 

7.1.1.4 審議其宿生會屬下各組織之章則及職權範圍； 

7.1.1.5 可成立或取消任何其屬下委員會； 

7.1.1.6 擁有其宿生會獨立活動財務之決策權； 

7.1.1.7 接受其評議員及幹事會成員之辭職。 

7.2.2 成員： 

7.2.2.1 成員資格 

7.2.2.1.1 所有成員上任時皆必須為其宿生會基本會員； 

7.2.2.1.2 所有成員皆不能為其宿生會幹事會成員。 

7.2.2.2    主席一名； 

7.2.2.3 副主席一名； 

7.2.2.4 秘書一名； 

7.2.2.5 其他評議員不少於三人。 

7.2.3 成立方法、提名及任期： 

7.2.3.1 其宿生會評議會主席，副主席及秘書由其宿生會評議會會議中互選； 

7.2.3.2 任期由上任至新一屆其宿生會評議會成立為止。 

 

第八章  宿生會評議會運作守則 

8.1 宿生會評議會必須依照其會章及本會會章運作，必須依照本會會章運作； 

8.2 宿生會評議會之議決及運作必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8.3 宿生會評議會於其每年度之周年大會成功召開後六十天內把所有其宿生議會成員之名單交

予本會評議會，名單內須包括所有成員資料，如宿生會評議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其他

宿生會評議會成員等； 

8.4 宿生會評議會須根據其會章所列明之程序召開會議； 

8.5 宿生會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召開會議之通告、會議議程、會議紀錄及各宿生會評議會成員

之出席紀錄至少五年作記錄； 

8.6  於宿生會評議會會議中，各宿生議會成員投票時，必須親身於會議場所內進行投票，且不得

以任何形式將其投票權轉交他人； 

8.7 宿生會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其會議上通過之議案紀錄至少五年作記錄，而議案紀錄須列明

所有於本會評議會所制訂之“宿生會評議會議案紀錄範本”中之項目，所有於議案紀錄上

之資料須與會議紀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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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任何經宿生會評議會會議通過之文件，如建議書、計劃書、報告書、聲明、預算案等，各

宿生會評議會之主席須於文件上加簽核實，或以宿生會評議會名義發出書面通告，通知各

會員有關文件已於其宿生會評議會會議上通過，並將該通告張貼於該會之佈告板上； 

8.9 宿生會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於會議通過之文件之副本至少五年作記錄； 

8.10 宿生會評議會於會議上通過任何財務文件，如財政報告、預算案等，必須保存有關之報價

單或單據之副本至少五年作記錄； 

8.11 宿生會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其全民大會及全民投票文件之正本，如全民大會議程、有關全

民大會或全民投票之通告、全民投票結果紀錄全民大會議案紀錄等，並將所有文件之副本

遞交予本委員會作記錄； 

8.12 宿生會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由本會評議會及本委員會發予其宿生會評議會之文件，如通

告、信函等，至少五年作記錄； 

8.13 宿生會評議會必須履行該會全民大會、全民投票之議決。 

 

（最新修訂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經第二十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第一次常會議中通過。）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二日於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五次常務會第第一次續會中通過。)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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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首屆宿生會註冊手續指引 

 

第一章 總綱 

1.1 本註冊手續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草擬，並由本會評議會制訂。 

1.2 本註冊手續指引為處理首屆宿生會註冊時之依據。 

 

第一章 首屆註冊申請 

2.1 任何本會基本會員，如因其居住之學生宿舍舍堂內未有任何獨立代表該舍堂之學生之宿生

會時，均可向本委員會申請成立該宿生會之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成立後須依

照其職權範圍章運作，籌備該宿生會； 

2.2 本委員會於收到會章草擬本後，將儘快處理該項申請； 

2.3 該籌委會所呈交之會章草擬本需經本會評議會審閱，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本委員會將以

書面知會該籌委會，並於本會評議會轄下之佈告板公佈； 

2.4 該籌委會須於隨後協助選出該宿生會之首屆幹事會； 

2.5 首屆幹事會須於上任後三十天內向本委員會提交以下三項文件： 

2.5.1 已填妥之“首屆宿生會註冊申請表”； 

2.5.2 該宿生會之會章乙份； 

2.5.3 該宿生會之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2.6 以上文件將由本委員會審閱後以書面通知該宿生會及發出證書。惟持有本會評議會發出之

證書，該宿生會方被視為附屬於本會。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二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五次常務會議第一次續會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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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首屆宿生會註冊申請表 

 

茲按照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通過之首屆宿生會註冊手續指引之規定，本會現正式向學生

會評議會申請註冊為附屬於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之宿生會。本會之中英文名稱如下： 

 

（中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宿生會 

（英文）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本會清楚明白本會將受學生會會章及其附則內有關宿生會之條文所約束，並願意遵守有關條

文。 

 

 

 

首屆會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宿生會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二日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五次常務會議第一次續會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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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學院及學部聯會章則 

 

第一章 總綱 

1. 學院及學部聯會章則屬於本會會章附則。本附則乃根據本會會章 10.3 所制定。 

2. 學院及學部聯會乃代表該學院及學部聯會會員之組織，負責為其會員謀求福利及爭取權益。 

3. 學院及學部聯會之主要架構如下： 

3.1 全民大會：學院及學部聯會全民大會為該學院及學部聯會全民大會最高之權力組織； 

3.2 全民投票：學院及學部聯會全民投票與該學院及學部聯會全民大會具同等權力，兩者

之決議只能於其後之學院及學部聯會全民投票或全民大會中推翻； 

3.3 評議會：學院及學部聯會評議會乃負責學院及學部聯會一切立法及監察之權力機構。

學院及學部聯會評議會不能推翻學院及學部聯會全民投票及全民大會之決定； 

3.4 幹事會：學院及學部聯會幹事會為學院及學部聯會之最高行政機關，負責處理學院及

學部聯會日常事務及行政工作。 

4. 學院及學部聯會之年度由每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 學院及學部聯會須向學生會評議會負責。 

 

第二章 學院及學部聯會會章草擬及修訂守則 

1. 不能違反學生會會章。 

2. 必須列明該學院及學部聯會隸屬本會。 

3. 會章必須列明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名稱、宗旨、架構、權力及解散方法。 

4. 學院及學部聯會中文名稱必須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該學院及學部聯會名稱）學院及學

部聯會；英文名稱為（Name of Society） College and Division Societ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5. 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基本會員必須為學生會之基本會員。 

6. 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附屬會員必須為學生會之附屬會員。 

7. 會章必須列明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名稱、宗旨、架構、權力及解散方法。 

8. 會章之修改須由評議會提出，並提交全民大會以訂定議程討論及通過即時生效。 

9. 會章以仲裁委員會之詮釋為準。 

10. 會章附則由評議會制定，作用在補充會章之不足，使學院及學部聯會會務更能順利推行，

評議會須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參與投票之與會評議員投票贊成，方可修改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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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民大會 

1. 學院及學部聯會全民大會為學院及學部聯會最高之權力組織。 

2. 主席由評議會主席擔任。如主席缺席，則由評議會副主席擔任主席，如上述二人皆缺席，

則由學院及學部聯會幹事會會長擔任主席。 

3. 大會秘書由評議會秘書擔任，如秘書缺席，則由幹事會常務幹事（如適用者）擔任。如上

述二人皆缺席，則由大會選出一名基本會員為臨時秘書。 

4. 全民大會須由評議會，或本會幹事會要求，並經評議會批准，或至少十五分之一基本會員

聯名以書面要求，方能在評議會主席主持下召開。 

5. 會議議程須於要求中列明。 

6. 大會通知及議程，須於會議七天前張貼於本會佈告板。 

7. 全民大會法定人數最少為全體基本會員十分之一，惟大會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仍不

足法定人數，主席須宣佈休會；或當主席缺席時，大會將自動休會。 

8. 主席須於十天內召開因第一次不足法定人數而休會之續會，而該續會之法定人數最少為全

體基本會員五十分之一，當大會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仍不足上述法定人數，主席須

宣佈第二次休會；或當主席缺席時，大會將自動休會。 

9. 主席須於十天內召開因第二次不足法定人數而休會之續會，而該續會之法定人數最少為全

體基本會員一百分之一，當大會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仍不足上述法定人數，不論出

席人數多寡，大會亦可合法召開，但該次會議只可對有關動議作出討論及修訂，而評議會

主席須於三十天內召開全民投票，處理有關動議。 

10. 會議記錄由評議會秘書負責，於評議會會議中通過，並須於全民大會後兩星期內張貼於本

會佈告板。 

11. 議案之決定：議案以簡單多數票形式決定。 

 

第四章 全民投票 

1. 學院及學部聯會全民投票與全民大會具同等權力，兩者之決議只能於其後之全民投票及全

民大會中推翻；兩者之決議亦不能與會章有所抵觸。 

2. 形式：由全體基本會員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 

3. 全民投票須由評議會、本會幹事會或至少十五分之一基本會員聯名以書面要求並經評議會

批准，方能在評議會主席主持之下召開。上述要求須列明動議項目。 

4. 如評議會不接納不少於十五分之一基本會員之聯名要求舉行全民投票時，則須召開全民大

會來處理有關動議。 

5. 召開全民投票之通告及動議須於投票前七整天公佈。 

6. 投票時間最少為八小時，並採取直接不記名投票。 

7. 核算票數須於停止投票後二十四小時內完成。 

8. 評議會主席須邀請一位香港城市大學職員作監票主任。被邀請作監票主任之香港城市大學

職員須監察點票程序能公正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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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民投票須有全體基本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有效投票，方能有效。 

10. 完成核算票數二十四小時內，如無投訴，投票結果須於隨後一天內由評議會主席正式公佈，

方能生效。 

11. 如對全民投票有任何投訴，須於核算票數後二十四小時內以書面向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

委員會須於接獲投訴後七天內召開仲裁會議，作出決定。 

12. 當投訴未獲解決前，投票結果不能正式公佈。 

 

第五章 評議會 

1. 評議會乃負責學院及學部聯會一切立法及監察事宜之權力機構。 

2. 評議會所通過之議案不能推翻全民投票、全民大會及聯席會議之決定。 

3. 成員必須包括： 

3.1 主席一名，負責處理評議會一切事務和召開及主持所有評議會會議； 

3.2 副主席一名，協助主席處理所有評議會之事務； 

3.3 秘書一名，負責所有評議會會議、全民大會及聯席會議之會議紀錄。 

4. 該學院及學部聯會會議之法定人數須在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會章或附則列明，法定人數必

須為擁有投票權成員總數之二分一或以上。 

 

第六章 幹事會 

1. 幹事會為本會之最高行政機關，負責處理學院及學部聯會日常事務及行政工作。 

2. 幹事會須向學院及學部聯會評議會負責。 

3. 成員必須包括： 

3.1 會長一名，負責學院及學部聯會一切行政事務，對外代表學院及學部聯會； 

3.2 財務幹事：負責學院及學部聯會財務工作。 

 

第七章 財務 

1. 學院及學部聯會會費由學生會每年撥款，不得另行收取。 

2. 如遇財政困難，學院及學部聯會可向學生會申請資助。 

3. 學院及學部聯會須遵守學生會評議會所制訂之財務守則。 

 

第八章 解散 

1. 解散學院及學部聯會必須於全民投票中獲得四分之三或以上的全體基本會員投票贊成。 

2. 在學院及學部聯會解散之前，評議會必須呈交該學院及學部聯會各種事務上的全面性資料、

財務狀況及解散後之影響，使所有會員得到清楚的瞭解，並必須妥善處理本會一切資產；

惟所有剩餘資產必須捐贈予慈善團體或與本會性質相近之組織。 

3. 在學院及學部聯會解散時，評議會主席必須作出正式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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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選舉 

1. 學院及學部聯會幹事會須由該學院及學部聯會全體基本會員選出，選舉詳情及選舉投訴則

參照該學院及學部聯會會章及有關附則。 

2. 當幹事會有職位懸空時，評議會須以特定議程進行補選。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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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學院及學部聯會籌備委員會註冊手續指引 
 

1. 本章則祇適用於學院及學部聯會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之註冊申請。 

2. 任何籌委會於成立時，應透過書面方式向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

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提出申請「籌委會註冊」。 

3. 於辦理籌委會註冊手續時，各籌委會必須向本委員會提交以下文件： 

3.1 該籌委會會員資料﹝必須包括其中、英文姓名、學生編號、聯絡方法及職位之安排﹞

兩份。 

3.2 該籌委會之職權範圍章兩份。 

4. 本轄委會將於兩星期內處理該項申請，有關結果將以專函知會該籌委會；  

5. 會章草擬完畢後，該籌委會應將該會章草擬本兩份交給本轄委會審閱。 

 

附則： 

1. 學院及學部聯會必須就讀相關學院及學部之會員組成,代表該學院及學部聯會會員之組織，

負責為其會員謀求福利及爭取權益 

2. 該籌委會在該學院及學部聯會正式成立以前，所舉辦之一切活動均不能超越其職權範圍章

上所載之職權範圍，違者本會評議會有權著令即時停止該項活動；嚴重者更會導至取消其

籌委會之註冊。  

3. 該籌委會於該組織﹝學院及學部聯會﹞正式成立後四十八小時之內自動解散，惟須於解散

後一個月內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予本會評議會審閱及備案。若該籌委會未能於一個月

內提交上述文件或該等文件有未盡完善之處，本委員會有權凍結學院及學部聯會之法定地

位。 

4. 已向本會申請註冊並被接納及已呈交會章草擬本之學院及學部聯會可向本會評議會申請財

政上的資助。 

5. 所有學院及學部聯會會章草擬本及正本必須有「本會乃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之學院及學部

聯會」及「遵守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章則」等字句。 

6. 若於該籌委會註冊後之一年內，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仍未能正式成立，該籌委會須自動解散，

並須於一個月內遞交其工報告及財政報告。 

7. 於草擬會章期間，本委員會得協助該籌委會草擬會章。 

8. 本章則之詮釋以本委員會之詮釋為準。 

9. 本委員會保留修改此章則之權利。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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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首屆學院及學部聯會註冊手續指引 

 

第一章 總綱 

 

1.1 本註冊手續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制定。 

1.2 本註冊手續指引為首屆學院及學部聯會註冊時之依據。 

 

第二章 首次註冊申請 

 

2.1 任何本會基本會員，如因其學科未有任何獨立代表該學科之學生之學院及學部聯會時，均

可向本委員會申請成立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成立後須依照其

職權範圍章運作，籌備該學院及學部聯會； 

2.2 本委員會於收到會章草擬本後，將儘快處理該項申請； 

2.3 該籌委會所呈交之會章草擬本需經本會評議會審閱，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本委員會將以

書面知會該籌委會，並於本會評議會轄下之佈告板公佈； 

2.4 該籌委會須於隨後選出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首屆幹事會； 

2.5 首屆幹事會須向本委員會提交以下三項文件： 

2.5.1 已填妥之“首屆學院及學部聯會註冊申請表”， 

2.5.2 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會章乙份。 

2.5.3 該學院及學部聯會之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2.6 以上文件將由本委員會審閱後以書面通知該學院及學部聯會及發出證書。惟持有本會評議

會發出之證書，該學院及學部聯會方被視為附屬於本會。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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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首屆學院及學部聯會註冊申請表 

 

    茲按照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通過之首屆學科聯會註冊手續之規定，本會現正式向學生

會評議會申請註冊為附屬於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之學院及學部聯會。本會之中英文名稱如下： 

 

(中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學院及學部聯會 

(英文)                                    Societ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本會清楚明白本會將受學生會會章及其附則內有關學院及學部聯會之條文所約束，並願意遵

守有關條文。 

 

 

會長簽署  ：                 

 

 

學院及學部聯會蓋章 ：                 

 

 

日期   ：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 



文件編號：AOAC_SOC_1 

55/93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學科聯會章則 
 

第一章 總綱 

1.1 本章則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草擬，並由本會評議會制訂，乃作為處理評議會學科聯會事務之依據； 

1.2 本章則乃依據及補充本會會章第十章學科聯會而制定； 

1.3 各學科聯會﹝以下簡稱各會﹞必須遵守本章則； 

 

第二章 學科聯會會章草擬及修訂守則 

2.1 不能違反本會會章； 

2.2 必須清楚列明該學科聯會（以下簡稱該會）隸屬本會； 

2.3 各會之中文名稱必須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該學科聯會名稱﹞學科聯會；英文名稱為

﹝Name of the Society﹞ Societ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2.4 必須清楚列明該會之經費主要由學生會撥款及已獲批准之贊助撥款； 

2.5 必須清楚列明該會之名稱、宗旨、組織架構及權力和解散方法； 

2.6 該會之年度必須為每年之一月一日至該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 該會之基本會員必須為本會之基本會員； 

2.8 該會之附屬會員必須為本會之附屬會員； 

2.9 各會運作之方式及處理財政之方法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2.10 必須清楚列明該會之結構，而其中最少必須包括以下之組織： 

2.10.1 全民大會及全民投票 

2.10.2 學科聯會評議會 

2.10.3 學科聯會幹事會及臨時行政委員會 

2.11 必須清楚列明該會召開全民大會及全民投票之條件，如召開全民大會及全民投票之合法人

數、張貼會議通告之時限等； 

2.12 必須清楚列明該會之全民大會及全民投票所具有之權力，如兩者均具同等權力、兩者不能

與該會之會章有所抵觸等； 

 

第三章 學科聯會運作守則 

3.1 各會必須依照其會章及本會會章運作； 

3.2 各會必須辦妥「註冊手續」才正式成為本會之學科聯會； 

3.3 各會之會費由本會每年撥款，不可另外收取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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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各會之運作方式及處理財務方法須根據本會評議會財務委員會所訂立之財務守則及指引； 

3.5 各會之運作方式及處理財務方法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3.6 各會會章之修改，須經該會最高權力架構通過，其後並須將已修訂之會章及有關之紀錄遞

交予本委員會，並經本會評議會處理後，方為有效。 

 

第四章 學科聯會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運作守則 

4.1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必須依照其會章及本會會章運作； 

4.2 各會幹事會之運作必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4.3 各會於選出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後，必須於上任後十天內把當選幹事或臨

時行政委員會之成員之資料交予本會評議會； 

4.4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須於上任後三十天內把該會之全年工作計劃及

全年財政預算給予本委員會； 

4.5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須於任期終結後三十天內，提交經其評議會通

過之全年工作報告及全年財政報告予本委員會； 

4.6 若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所舉辦之活動不在全年工作計劃內，必須遞

交其活動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給本委員會，並於全年工作報告內解釋其活動不在全年工作

計劃內之原因，以上所有文件須得其評議會通過； 

4.7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所舉辦之活動均不能超出該屆之任期； 

4.8 各會之幹事會或臨時行政委員會（如有者）必須履行其全民大會、全民投票及評議會之議

決。 

 

第五章 學科聯會評議會運作守則 

5.1   各會之評議會必須依照其會章及本會會章運作； 

5.2   各會評議會之議決及運作必須以其全體會員之利益為依歸； 

5.3 各會評議會於其每年度之周年大會成功召開後六十天內把所有該會評議會成員之資料交予

本會評議會，名單內包括所有該會評議會之成員資料，如該會評議會主席、副主席、秘書、

班代表、本會評議會普選代表等； 

5.4 各會之評議會須根據其會章所列明之程序召開會議; 

5.5 各會之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召開會議之通告、會議議程、會議紀錄及該會評議會成員之出

席紀錄至少五年； 

5.6 於各會評議會會議中，該會評議會之成員投票時，必須親身於會議場所內進行投票，且不

得以任何形式將其投票權轉交他人； 

5.7 各會之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其會議上之議案紀錄至少五年，而議案紀錄須列明所有於本委

員會所制訂之“學科聯會評議會議案紀錄範本”中之項目，所有於議案紀錄上之資料須與

會議紀錄相同； 

5.8 任何經各會評議會會議通過之文件，如建議書、計劃書、報告書、聲明、預算案等，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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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會之主席須於文件上加簽核實，並可以該會評議會名義發出書面通告，通知基本會員

有關文件已於該會之評議會會議上通過，並將該通告張貼於該會之佈告板上； 

5.9 各會之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於會議通過之文件之副本至少五年； 

5.10 各會評議會於會議上通過任何財務文件，如財政報告、預算案等，必須保存有關之報價單

或單據之副本至少五年； 

5.11 各會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該會之全民大會及全民投票文件之正本至少五年，如全民大會議

程、有關全民大會或全民投票之通告、全民投票結果紀錄及全民大會議案紀錄等，並將所

有文件之副本遞交予本委員會作記錄； 

5.12 各會之評議會必須保存所有由本委員會發予該會評議會之文件，如通告、信函等，至少五

年； 

5.13 各會之評議會必須履行其全民大會及全民投票之議決。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經第二十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第五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經第二十三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第十七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三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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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學科聯會籌備委員會註冊手續指引 

 

1. 本章則祇適用於學科聯會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之註冊申請。 

2. 任何籌委會於成立時，應透過書面方式向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

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提出申請「籌委會註冊」。 

3. 於辦理籌委會註冊手續時，各籌委會必須向本委員會提交以下文件： 

3.1 該籌委會會員資料﹝必須包括其中、英文姓名、學生編號、聯絡方法及職位之安排﹞

兩份。 

3.2 該籌委會之職權範圍章兩份。 

4. 本轄委會將於兩星期內處理該項申請，有關結果將以專函知會該籌委會；  

5. 會章草擬完畢後，該籌委會應將該會章草擬本兩份交給本轄委會審閱。 

 

附則： 

1. 學科聯會之定義：學科聯會必須就讀相關學科之會員組成，代表該會會員與外界溝通，並

為該會會員謀求福利。 

3. 該籌委會在該學科聯會正式成立以前，所舉辦之一切活動均不能超越其職權範圍章上所載

之職權範圍，違者本會評議會有權著令即時停止該項活動；嚴重者更會導至取消其籌委會

之註冊。 

4. 該籌委會於該組織﹝學科聯會﹞正式成立後四十八小時之內自動解散，惟須於解散後一個

月內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予本會評議會審閱及備案。若該籌委會未能於一個月內提交

上述文件或該等文件有未盡完善之處，本委員會有權凍結該學科聯會之法定地位。 

5. 已向本會申請註冊並被接納及已呈交會章草擬本之學科聯會可向本會評議會申請財政上的

資助。 

6. 所有學科聯會會章草擬本及正本必須有「本會乃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之學科聯會」及「遵

守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章則」等字句。 

7. 若於該籌委會註冊後之一年內，該學科聯會仍未能正式成立，該籌委會須自動解散，並須

於一個月內遞交其工報告及財政報告。 

8. 於草擬會章期間，本委員會得協助該籌委會草擬會章。 

9. 本章則之詮釋以本委員會之詮釋為準。 

10. 本委員會保留修改此章則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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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首屆學科聯會註冊手續指引 

 

第一章 總綱 

1.1  本註冊手續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制定。 

1.2 本註冊手續指引為首屆學科聯會註冊時之依據。 

 

第二章 首次註冊申請 

2.1  任何本會基本會員，如因其學科未有任何獨立代表該學科之學生之學科聯會時，均可向

本委員會申請成立該學科聯會之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成立後須依照其職權

範圍章運作，籌備該學科聯會； 

2.2 本委員會於收到會章草擬本後，將儘快處理該項申請； 

2.3  該籌委會所呈交之會章草擬本需經本會評議會審閱，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本委員會將

以書面知會該籌委會，並於本會評議會轄下之佈告板公佈； 

2.4 該籌委會須於隨後選出該學科聯會之首屆幹事會； 

2.5 首屆幹事會須向本委員會提交以下三項文件： 

 2.5.1 已填妥之“首屆學科聯會註冊申請表”， 

 2.5.2 該學學科聯會會之會章乙份。 

2.5.3 該學學科聯會之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2.6 以上文件將由本委員會審閱後以書面通知該學科聯會及發出證書。惟持有本會評議會發

出之證書，該學科聯會方被視為附屬於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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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首屆學科聯會註冊申請表 

 

    茲按照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通過之首屆學科聯會註冊手續之規定，本會現正式向學生

會評議會申請註冊為附屬於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之學科聯會。本會之中英文名稱如下： 

 

（中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科聯會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本會清楚明白本會將受學生會會章及其附則內有關學科聯會之條文所約束，並願意遵守有關

條文。 

 

 

 

會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科聯會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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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學科聯會組成指引 

第一章 簡介 

1.1 學科聯會之成立為取替於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下稱本會）會章內舊有之學系會/學部會架

構，讓其本質上相類似之學科組成其學生組織，與及避免學生組織之資源分配重疊。 

1.2 本指引之產生為對學科聯會如何組成或組合起指導性的作用。 

1.3 本指引乃依據及補充本會會章第10.2之章節而制定。 

 

第二章 宗旨 

2.1 令就讀相類似學科的會員，納入代表其利益之組織。 

 

第三章 程序 

3.1 建議程序 

3.1.1 任何沒有直屬學科聯會之學科，不論學位與非學位，先由該學科之本會基本會員組

成學科代表會，與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相討及得出共識後，再由本會評

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向本會評議會作出建議，並由本會評議會審核及通過有關

建議；或 

3.1.2 直接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向本會評議會作出建議，並由本會評議會審

核及通過有關建議。 

3.2 執行方法 

3.2.1 組成新學科聯會 

3.2.1.1 一個沒有任何直屬學科聯會之學科，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其自組新學科聯會之

建議後，需按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之指引進行註冊手續。 

3.2.1.2 兩個或以上沒有任何直屬學科聯會之學科，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其合組新學科

聯會之建議後，需按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之指引進行註冊手續。 

3.2.2 歸納到現有學科聯會 

3.2.2.1 一個或以上沒有直屬學科聯會之學科﹝下稱該學科﹞，經本會評議會建議加

入某學科聯會後，該學科聯會可於正式收到書面通知後三十天內表達其意願，

若於限期前，該學科聯會，有十分之一或以上基本會員聯署向本會評議會反

對，該學科聯會須於三十天內召開全民投票，決定是否接納該學科加入。於

限期前該學科聯會沒有十分之一或以上基本會員聯署向本會評議會作出反對，

歸納之建議隨即落實執行，該學科之會員正式成為該學科聯會之基本會員，

並享有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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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若該學科聯會獲本會評議會書面通知後，於限期前有十分之一或以上該學科

聯會基本會員聯署向本會評議會反對，該學科聯會須於三十天內召開全民投

票。如投票反對該學科歸納到該學科聯會之人數不足全體基本會員人數三分

之一，本會評議會所通過之議案即時生效，該學科之會員亦正式成為該學科

聯會基本會員及享有其權利。 

3.2.2.3 如投票反對該學科歸納於該學科聯會之人數多於全體基本會員人數三分之一，

而反對人數多於贊成人數，該歸納議案始被否決。而該學科之歸納再由本會

評議會協助處理。 

 

第四章 建議學科組合考慮因素 

4.1 根據本指引3.1.1及3.1.2，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須向本會評議會提交有關該學科

歸納入現存學科聯會之建議書。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應根據本指引中4.2中的因

素向本會評議會作出建議。 

4.2 考慮因素 

4.2.1 學科的課程本質及內容與學科聯會內現存學科之相似程度 

4.2.2 學科所屬之教學單位 

4.2.3 外間對學科之認受性 

4.2.4 該學科所屬之教學單位的教職員意見 

4.2.5 其他因素証明該學科與現存學科聯會相類似 

 

第五章 其他 

5.1 所有學科聯會及其所屬學科不能自行組合。 

5.2 每一學科只可附屬於一個學科聯會。 

5.3 學科聯會對其所附屬的學科之增加及刪減，必須經本會評議會通過後，方為有效。 

5.4 當完成本指引第三章程序後，該學科之學生將正式成為該學科聯會的基本會員，並享有該

學科聯會會章所賦予基本會員之所有權利。 

5.5 有關學科聯會必須於本會評議會正式書面通知後半年內，完成整個修改會章程序，並在會

員組成部分加入該學科。除特殊情況外，該學科聯會未能在半年內完成整個修改程序，本

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有權向本會評議會作出建議，向該學科聯會之幹事會或評議

會作出懲罰，並有可能取消該學科聯會之註冊資格。 

 

第六章 修改 

6.1 本會評議會會章及附則修訂委員會可因實際情況修改本指引，唯有關之修訂須於在本會評

議會會章及附則修訂委員會會議中通過，並以建議書之形式連同本指引之修訂版本提交本

會評議會通過，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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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註 

7.1 根據本指引3.2.2.1及3.2.2.2所指出該學科聯會的基本會員聯署向本會評議會遞交的反對該

學科加入其學科聯會意向書，須包括，基本會員之姓名、學生証編號、所屬學科及簽署。 

7.2 當本會評議會通過將新成立之學科歸納入該學科聯會後，必須於三天內以書面正式通知該

學科聯會，並將該通知張貼於本會評議會報告版上，為期不少於三十天。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十六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五次常務會議第二次續會通過修訂。）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第十八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一次常務會議第一次續會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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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轄下組織選舉指引 

 

第一章 簡介 

1.1 本指引乃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撰擬，由本會評議會審議及通過。 

1.2 本指引適用於本會評議會各轄下組織「以下簡稱各會」舉辦選舉之手續及程序。 

 

第二章 各會必須提交之大選文件 

2.1 大選委員會文件 

2.1.1 各會之大選委員會需於該會大選提名期開始前十五日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會之： 

2.1.1.1 大選委員會提名表格：包括職位、姓名、學生編號、課程名稱、聯絡方法

及簽署 

2.1.2 各會之大選委員會需於該會大選提名期開始前七日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會之： 

2.1.2.1 大選委員會工作計劃書 

2.1.2.2 大選委員會財政預算 

2.1.2.3 大選守則 

2.1.2.4 選票樣本 

2.1.2.5 大選委員會工作證 

2.1.3 各會之大選委員會需於該會大選結束後三十日內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會之： 

2.1.3.1 大選委員會工作報告 

2.1.3.2 大選委員會財政報告 

2.1.4 各會之大選委員會在大選結果正式生效後，需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會之選舉結果

副本。 

2.2 候選內閣文件 

2.2.1 各會之侯選單位需於該會大選宣傳期開始前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會之： 

2.2.1.1 侯選單位提名表格：包括職位、姓名、學生編號、課程名稱、聯絡方法及

簽署 

2.2.1.2 侯選單位宣傳期工作計劃書 

2.2.1.3 侯選單位宣傳期財政預算 

2.2.2 各會之侯選單位需於該會大選宣傳期結束前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會之： 

2.2.2.1 侯選單位宣傳期工作報告 



 

65/93 

2.2.2.2 侯選單位之宣傳期財政報告 

 

第三章 文件提交程序 

3.1 各份文件格式必須根據本委員會所制定之範本； 

3.2 於提交文件時，本會職員或本委員會委員將於該文件蓋上當日日期，本委員會將以該日

期為該會提交文件之正式日期； 

3.3 各會須於交收文件後向本會職員或本委員會委員領取收條或收據，以證明文件已被接收，

本委員會將以收條或收據核實各會文件之交收； 

3.4 若各會因特殊情況未能於限期前提交文件，必須於三天前以書面通知本委員會，本委員

會可根據情況作酌情處理，唯本委員會未有酌情處理之決定前，各會須根據原定之限期

前提交文件。 

 

第四章 逾期遞交選舉文件 

4.1 各會必須準時向本委員會提交各項文件，若於限期後仍未提交有關文件，本委員會將會

對該會採取行動； 

4.1.1 若各會於限期後仍未能提交本委員會要求提交之選舉文件，本委員會將暫停或延

後該會選舉之提名期或宣傳期； 

4.1.2 若各會於限期後仍未能提交本委員會要求提交之選舉文件，但被發現該會之侯選

單位於未經本委員會批準之情況下繼續進行任何有關該會選舉之宣傳，本委員會

將中止該會之一切與選舉有關之工作，並將該項問題呈交本會評議會會議處理； 

4.1.3 如有任何人為因素或失職導致上述逾期遞交文件，本委員會將把有關之人為因素

或失職事宜呈交本會評議會會議處理。 

 

第五章 其他 

5.1 各會之大選委員會及侯選單位必須遵從本委員會有關選舉之指引或規條， 若各會之大

選委員會及侯選單位違反任何本委員會有關大選之指引或規條，本委員會將暫停該會選

舉之提名期或宣傳期，或中止該會之一切選舉工作。 

5.2 若各會之大選委員會及侯選單位因任何人為因素或失職嚴重違反任何本委員會有關大選

之指引或規條，本委員會會將該項問題呈交本會評議會會議處理。 

 

第六章 修改及詮譯 

6.1 本章則之修改須由評議會會議中通過； 

6.2 本章則之詮譯以本委員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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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選委員會名單 

 

大選委員會成員 

大選委員會主席姓名︰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就讀課程︰    簽署︰    

 

大選委員會副主席姓名︰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就讀課程︰    簽署︰    

 

大選委員會財務秘書姓名︰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就讀課程︰    簽署︰    

 

大選委員會其餘成員名單: 

職位 姓名 學生編號 就讀課程 聯絡電話 簽署 

      

      

      

      

      

      

      

      

      

      

      

      

      

      

大選委員會總人數:     



 

67/93 

 

注意事項︰ 

1. 各會大選委員會之成員必須為該轄下組織之基本會員。 

2. 各會之大選委員會需於該會大選提名期開始前十五日內將提名表格繳交予香港城市大學

學生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簽署及印鑑︰ 

 

姓名︰ 

 大選委員會主席 

 

 

 

簽署及印鑑︰ 

 

姓名︰ 

 聯會評議會主席(如有)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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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第_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普選評議員報名表格 

 

侯選人編號︰  

姓名︰  (中文) 

 (英文) 

學生編號︰  (相片) 

候選職位︰  

學系︰  

年級︰  

聯絡電話︰  

 

附註及聲明︰ 

◆ 此表格必須於學科聯會/學院及學部聯會提名期最後一天下午 5︰30 前將表格繳交予所

屬聯會之大選委員會並轉交予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 在簽署本表格後，本人 

◼ 謹此聲明及確認本人在本表格上提供的資料均屬正確及完整。 

◼ 確認已閱讀並明白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及學科聯會/學院及學部聯會之會章和附則

及是次大選之相關文件，並同意受該等條款及條件約束，並於候選表格申請表簽署

確認。 

 

候選人 

 

日期︰ 姓名︰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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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第_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選內閣報名表格 

 

候選內閣編號︰  

候選內閣名稱︰  

 

候選人姓名 學生編號 候選職位 學系 年級 聯絡電話 簽署 

       

       

       

       

       

       

       

       

       

       

       

       

       

       

       

       

 

附註及聲明︰ 

◆ 此表格必須於學科聯會/學院及學部聯會提名期最後一天下午 5︰30 前將表格繳交予所

屬聯會之大選委員會並轉交予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 

◆ 在簽署本表格後，本人 

◼ 謹此聲明及確認本人在本表格上提供的資料均屬正確及完整。 

◼ 確認已閱讀並明白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及轄下組織之之會章和附則及是次大選之相

關文件， 並同意受該等條款及條件約束，並於候選表格申請表簽署確認。 

 



文件編號:AOAC_ELE_1 

70/93 

轄下組織選舉結果範本 （一個候選單位內閣）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幹事會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 （參照會章定明之法定所需票數公式計算） 

合法票數：    =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 大選委員會委員人數） 

投票人數： 信任票數： 

投票率： = （投票人數 /全體基本會員人

數）  

不信任票數： 

  棄權票數： 

有效票數：        = （投票人數 -廢票） 廢票： 

由於投票人數 多於／少於 法定所需票數，故是次選舉結果 有效／無效。另由於信任票數 多

於／少於 不信任票數，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候選內

閣_____________（內閣名）能夠／不能夠 正式成為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代表（候任）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會名）

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代表及印鑑（現任）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本大選委員會在大選後二十四小時內沒有收到任何書面投訴，大選結果於本大選委員會主席簽署

及蓋印後正式生效。 

    

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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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of the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Election Result (one proposed cabinet) 

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from the Constitution)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 number of members of Election Board) 

 

Votes: 

Vote Rate: =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Valid Votes: = (votes - in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of confidence: 

Votes of no confidence: 

 

Abstentions: 

 

 

As the number of votes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quorum, the election is valid / invalid. Also, as the Votes of 

confidence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Votes of no confidence, the proposed cabinet _________________ (cabinet 

name)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shall / shall not become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elec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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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幹事會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合法票數：  

投票人數： 信任票數： 

投票率：    不信任票數： 

  棄權票數： 

有效票數：     廢票： 

由於投票人數 多於／少於 法定所需票數，故是次選舉結果 有效／無效。 

 1. 由於信任票數 多於／少於 不信任票數 

 2.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候選內閣_____________（內閣

名）能夠／不能夠 正式成為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代表（候任）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會名）

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代表及印鑑（現任）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本大選委員會在大選後二十四小時內沒有收到任何書面投訴，大選結果於本大選委員會主席簽署

及蓋印後正式生效。 

    

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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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Votes: 

Vote Rate: 

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of confidence: 

Votes of no confidence: 

 

Abstentions: 

 

 

As the number of votes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quorum, the election is valid / invalid. Also, as the Votes of 

confidence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Votes of no confidence, the proposed cabinet _________________ (cabinet 

name)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shall / shall not become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elec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文件編號:AOAC_ELE_2 

 

74/93 

轄下組織選舉結果範本 （多於一個候選內閣）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幹事會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 （參照會章定明之法定所需票數公式計算） 

合法票數：    =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 大選委員會委員人數） 

 

投票人數： 候選內閣一號獲得票數： 

投票率：= （投票人數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候選內閣二號獲得票數： 

有效票數：        = （投票人數 -廢票） 候選內閣三號獲得票數： 

 （如此類推…） 

廢票： 棄權票數： 

由於投票人數 多於／少於 法定所需票數，故是次選舉結果 有效／無效。另由於候選內閣____號獲得

之票數比候選內閣______________號獲得之票數多，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候選內閣____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內閣名）能夠／不能

夠 正式成為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代表（候任）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會名）

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代表及印鑑（現任）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本大選委員會在大選後二十四小時內沒有收到任何書面投訴，大選結果於本大選委員會主席簽署

及蓋印後正式生效。 

    

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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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第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九次非常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第二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五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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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of the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Election Result (more than one proposed cabinet) 

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from the Constitution)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 number of members of Election Board) 

 

Votes: 

Vote Rate: =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Valid Votes: = (votes - in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for proposed cabinet No.1: 

Votes for proposed cabinet No.2: 

Votes for proposed cabinet No.3: 

Abstentions: 

 

 

As the number of votes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quorum, the election is valid / invalid. Also, as the votes for the 

proposed cabinet No. __ _________________ (cabinet name) is more than the proposed cabinet No. __ 

_________________ (cabinet name), the proposed cabinet No. __ _________________ (cabinet name)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shall / shall not become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elec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文件編號:AOAC_ELE_2_BLANK 

77/93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幹事會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合法票數： 

投票人數： 候選內閣一號獲得票數： 

投票率：      候選內閣二號獲得票數： 

有效票數：         候選內閣三號獲得票數： 

  

廢票： 棄權票數： 

          由於投票人數 多於／少於 法定所需票數，故是次選舉結果 有效／無效。另由於候選內閣____

號獲得之票數比候選內閣______________號獲得之票數多，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候選內閣____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內閣名）能夠／不能

夠 正式成為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幹事會代表（候任）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會名）

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代表及印鑑（現任）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本大選委員會在大選後二十四小時內沒有收到任何書面投訴，大選結果於本大選委員會主席簽署

及蓋印後正式生效。 

    

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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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Votes: 

Vote Rate: 

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for proposed cabinet No.1: 

Votes for proposed cabinet No.2: 

Votes for proposed cabinet No.3: 

Abstentions: 

 

 

As the number of votes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quorum, the election is valid / invalid. Also, as the votes for 

the proposed cabinet No. __ _________________ (cabinet name) is more than the proposed cabinet No. __ 

_________________ (cabinet name), the proposed cabinet No. __ _________________ (cabinet name)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shall / shall not become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elec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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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下組織選舉結果範本 （一個候選人）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 （參照會章定明之法定所需票數公式計算） 

合法票數：    =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 大選委員會委員人數） 

投票人數： 信任票數： 

投票率：= （投票人數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不信任票數： 

  棄權票數： 

有效票數：        = （投票人數 -廢票） 廢票： 

 
由於投票人數 多於／少於 法定所需票數，故是次選舉結果 有效／無效。另由於信任票數    

多於／少於 不信任票數，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候選人___________能夠／不能夠 正式當選成為 

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______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會

名）________________（職位之名稱）候任人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代表（現任）及印鑑（如有需要）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本大選委員會在大選後二十四小時內沒有收到任何書面投訴，大選結果於本大選委員會主席簽署

及蓋印後正式生效。 

    

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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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第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九次非常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第二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五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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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of the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Election Result (one candidate) 

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from the Constitution)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 number of members of Election Board) 

 

Votes: 

Vote Rate: =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Valid Votes: = (votes - in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of confidence: 

Votes of no confidence: 

Abstentions: 

 

 

As the number of votes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quorum, the election is valid / invalid. Also, as the Votes of 

confidence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Votes of no confidence, the candidate __________________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shall / shall not become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ndidate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elec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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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合法票數：   

投票人數： 信任票數： 

投票率：          不信任票數： 

  棄權票數： 

有效票數：         廢票： 

 
由於投票人數 多於／少於 法定所需票數，故是次選舉結果 有效／無效。另由於信任票數  

多於／少於 不信任票數，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候選人___________能夠／不能夠 正式當選成為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會

名）________________（職位之名稱）候任人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代表（現任）及印鑑（如有需要）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本大選委員會在大選後二十四小時內沒有收到任何書面投訴，大選結果於本大選委員會主席簽署

及蓋印後正式生效。 

    

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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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Votes: 

Vote Rate: 

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of confidence: 

Votes of no confidence: 

Abstentions: 

 

 

As the number of votes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quorum, the election is valid / invalid. Also, as the Votes of 

confidence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Votes of no confidence, the candidate __________________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shall / shall not become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ndidate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elec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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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下組織選舉結果範本 （單一席位多於一個候選人）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 （參照會章定明之法定所需票數公式計算） 

合法票數：    =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 大選委員會委員人數） 

 

投票人數： 候選人一號________（姓名）獲得票數： 

投票率：= （投票人數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候選人二號________（姓名）獲得票數： 

有效票數：        = （投票人數 -廢票） 候選人三號________（姓名）獲得票數： 

 （如此類推…） 

廢票： 棄權票數： 

          由於投票人數 多於／少於 法定所需票數，故是次選舉結果 有效／無效。另由於候選人____號

獲得信任票數比候選人____________號獲得信任票數 多／少，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候選人____號能夠

／不能夠 正式當選成為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會名）___________代表（候任）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代表（現任）及印鑑（如有需要）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本大選委員會在大選後二十四小時內沒有收到任何書面投訴，大選結果於本大選委員會主席簽署

及蓋印後正式生效。 

    

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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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第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九次非常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第二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五次常務會議中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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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of the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Election Result (more than one candidate) 

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from the Constitution)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 number of members of Election Board) 

 

Votes: 

Vote Rate: =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Valid Votes: = (votes - in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for candidate No.1: 

Votes for candidate No.2: 

Votes for candidate No.3: 

Abstentions: 

 

 

As the number of votes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quorum, the election is valid / invalid. Also, as the votes for 

the candidate No. __ __________________ is more than the candidate No. __ __________________, the 

candidate No. __ __________________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shall / shall not become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ndidate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elec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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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合法票數：    

 

投票人數： 候選人一號________（姓名）獲得票數： 

投票率：             候選人二號________（姓名）獲得票數： 

有效票數：         候選人三號________（姓名）獲得票數： 

  

廢票： 棄權票數： 

         由於投票人數 多於／少於 法定所需票數，故是次選舉結果 有效／無效。另由於候選人____號獲

得信任票數比候選人____________號獲得信任票數 多／少，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名）______________（候選職位之名稱）候選人____號能夠

／不能夠 正式當選成為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 

________________（會名）___________代表（候任）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代表（現任）及印鑑（如有需要）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本大選委員會在大選後二十四小時內沒有收到任何書面投訴，大選結果於本大選委員會主席簽署

及蓋印後正式生效。 

    

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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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Votes: 

Vote Rate: 

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for candidate No.1: 

Votes for candidate No.2: 

Votes for candidate No.3: 

Abstentions: 

 

 

As the number of votes is more than / less than the quorum, the election is valid / invalid. Also, as the votes for the 

candidate No. __ __________________ is more than the candidate No. __ __________________, the candidate 

No. __ __________________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shall / shall not become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ndidate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elec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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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下組織選舉結果範本 （選舉無效）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選舉單位之名稱）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 （參照會章定明之法定所需票數公式計算） 

合法票數：    =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 大選委員會委員人數） 

 

投票人數： （候選單位名稱）票數： 

投票率：= （投票人數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有效票數：        = （投票人數 -廢票）  

  

廢票： 棄權票數： 

 

         由於（原因） 

 

 

 

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         屆                                          （會名）                       （選舉單位之名稱） 

選舉無效，並由下列人士簽署及蓋印（如有）核實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__候選人/候選幹事會代表 

（如多於一個，以聯署方式進行） 

署名：

（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代表（現任）及印鑑（如有需要）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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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轄下組織事務委員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中通過制訂。）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第二十九屆學生會評議會第三十五次常務會議中通過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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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of the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Election Result (invalid election) 

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posed uni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from the Constitution)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 number of members of Election Board) 

 

Votes: 

Vote Rate: = (votes ÷ number of full members) 

Valid Votes: = (votes - in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for proposed unit No.1: 

Votes for proposed unit No.2: 

Votes for proposed unit No.3: 

Abstentions: 

 

 

As (rea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 

(proposed uni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is invalid, and shall (if needed) be confirmed 

and stamped by the follow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ndidate /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oposed cabinet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 (uni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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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選舉單位之名稱）選舉 
 

全體基本會員人數： 

法定所需票數：  

合法票數：  

 

投票人數： （候選單位名稱）票數： 

投票率：             

有效票數：        

  

廢票： 棄權票數： 

 

         由於（原因） 

 

 

 

故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         屆                                         （會名）                         （選舉單位之名稱） 

選舉無效，並由下列人士簽署及蓋印（如有）核實 

 

 

 

 

   

監票主任（如有需要） 

署名：（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______候選人/候選幹事會代表 

（如多於一個，以聯署方式進行） 

署名：

（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第____屆____________（會名）

___________代表（現任）及印鑑（如有需要） 

署名：（                                                    ） 

  第____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 

署名：（                                                    ） 

 

 

   

 

大選委員會代表及印鑑 

署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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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posed uni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umber of full members: 

Quorum: 

Number of legitimate votes: 

 

Votes: 

Vote Rate: 

Valid Votes: 

Invalid Votes: 

Votes for proposed unit No.1: 

Votes for proposed unit No.2: 

Votes for proposed unit No.3: 

Abstentions: 

 

 

As (rea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election of the ____ (s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 

(proposed uni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is invalid, and shall (if needed) be confirmed 

and stamped by the follow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turning Officer (if neede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ndidate /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oposed cabinet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 (unit titl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ssion & society)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urrent)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cilor of the ____ (sess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resentative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With no written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Election Boar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following the count of vote, 

the election shall turn valid upon signing and stamping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lec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irperson and Stamp of the Election Board 

Na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pproved in the 6th Ordinary Meeting of 30t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Affair 

Committee, 25th February,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