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代表會章則

(二零一零年一月制訂)
(二零一三年五月修訂)
（二零一七年三月第二次修訂）
（二零一七年六月第三次修訂）
（二零一七年九月第四次修訂）
詳題：
本章則旨在補充《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章》關於代表會之條文，以協助代表會日常
運作。
第一章
第一條

導言

簡稱

本章則可被簡稱為「代表會章則」；本章則之英文譯名為「Representative Council
Ordinance, The Student Un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第二條

釋義

除本文另有所指外──
「本會」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條例」指本會會章、各條例、各章則、各附則等。
「代表會」指本會代表會。
「職員會」指代表會職員會。
「會章」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章》。
「本校」指香港中文大學。
「代表會會議」指本會代表會所召開之常務會議或臨時會議。
「司法機構」指本會會章訂明之司法機構。

第二章
第三條

總綱

成立及定名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為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章》第六章［代表
會］而成立之本會最高立法、監察及代表民意機構。代表會之英文譯名為
「Representative Council, The Student Un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第四條

會期及任期

一、每屆代表會會期為一年，由每年四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二、若代表會成員之本會基本會員資格於其任期內終止，則其任期亦將同時終止。
[註: (39/01)修訂案]
第五條

職員

一、 代表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秘書長一名及總務一至三名。
第三章
第六條

監察職權

對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之監察

一、 代表會須依據下列原則對幹事會、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及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進行
監察：
1.

當選時之政綱。

2.

全年工作計劃。

3.

全年財政預算。

4.

同學所反映之意見。

5.

本會各條例之條文。

6.

由代表會記錄在案之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之工作承諾。

二、 如幹事會、學生報或校園電台之成員或內閣有失職或違反本會條例之情況，代表
會應視乎嚴重性，通過遺憾案、譴責案、彈劾案、或罷免案。
三、 代表會須於卸任後二月內提交對任內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之工作評議予下
屆代表會。
第七條

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一、 幹事會及其委員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之工作計劃、財政預算及其變更、以及動
用基金申請，須提請代表會，應由代表會會議審議及通過之。
二、 全年工作計劃及全年財政預算應由代表會會議在席人數三分之二通過之。
第八條

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一、 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半年及全年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須由代表會會議討
論及通過之。
二、 本會對外代表及各校方委員會學生代表之工作報告須由幹事會連同其全年工作報
告一併提交代表會會議審議。
三、 臨時行政委員會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須由代表會會議通過之。

第九條

工作匯報及列席

一、 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須於代表會常務會議五天前遞交截至上次代表會休會
仍未經其審核之會議記錄。
二、 幹事會之會長、或副會長或外務副會長、學生報之總編輯或副總編輯、及校園電
台台長、副台長或外務副台長中，各須至少派出其中一人代表其所屬組織列席代
表會之常務會議，以協助會議進行。至於是否尚邀請其他幹事、學生報出版委員
會委員、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委員或同學列席以便接受諮詢，則自代表會之職員
會決定之。
三、 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列席代表會常務會議之代表，須於該會議匯報截至上
次代表會休會前仍未匯報之各項會務。
第十條

對外事務

一、 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對外之一切言論及行動，須於事前知會代表會主席或
副主席，並於事後交代表會會議通過。
二、 若言論或行動不獲通過，代表會會議可就相關組織作以下其中一項指示：
1.

公告修正或撤回其言論或行動。

2.

以發佈言論或行動之相同渠道，或其他代表會會議認為合適之方式，表示修
正或撤回其言論或行動。

三、 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與本會以外組織發生之組織關係須獲代表會會議通
過。
第十一條

對屬下團體之監察

一、 代表會須對本會屬下團體施以監察，以確保其妥善推行會務。
二、 處理屬下團體之註冊及登記程序，賦予其合法地位。
三、 懲處或解散屬下團體之議案，須由代表會會議討論及通過之。
第十二條

對教務會學生委員之監察

一、 教務會學生委員之財政預算，須由代表會會議通過。
二、 教務會學生委員之會議報告及工作報告須交代表會會議審閱。
第十三條

彈劾

一、 彈劾案為對違反會章或失職之常務幹事、學生報民選委員、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
民選委員、代表或代表會所提出之停職命令及要求其請辭之取態。
二、 公職人員或代表會須於對其之彈劾案獲通過後十四天內按會章訂明程序提出請
辭。
三、 對常務幹事、學生報民選委員、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民選委員或代表之彈劾案，
須經代表會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之；獲通過後，相關公職人員之職
權及身份於該屆餘下任期將被予以凍結，直至──

1.

相關成員之辭職獲通過。

2.

相關彈劾案獲代表會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解除。

四、 對代表會之彈劾案，須經全民投票通過之；獲通過後，全體代表之職權及身份將
被予以凍結，該屆代表會將被視作出缺論，直至──
1.

全體代表之辭職獲通過。

2.

該屆餘下任期完結。

3.

彈劾案獲全民投票通過解除。

第四章
第十四條

立法職權

制訂及檢討條例

一、 代表會可因應本會會務需要，制訂各項守則及條例。
二、 代表會須經常檢討本會會章、各章則、各附則及其他條例，並就任何不足之處提
出修改。
第十五條

屬下團體會章

一、 代表會會議須審議新籌辦之屬下團體之草擬會章。通過其會章為一立法程序，該
會章即成為本會附屬條例。
二、 各屬下團體會章之修訂，由本會條例訂明之屬下團體監管機構審議之。

第五章
第十六條

委任職權

中央組織

一、 幹事會非常務幹事、學生報委任委員及校園電台委任委員須由其所屬組織提名，
經代表會會議通過。
二、 代表會屬下委員會及其他專責委員會之委任，由代表會會議通過。
三、 幹事會各幹事、學生報各委員、校園電台各委員及代表會各代表之遞補或辭職須
由代表會會議通過之。
四、 根據本條作出之委任，其撤銷須由代表會會議通過之。
第十七條

臨時行政委員會

一、 於幹事會、學生報或校園電台出缺期間，代表會會議須委任各臨時行政委員會，
處理行政事宜。
二、 臨時行政委員之辭職、遞補、重組及解散，由代表會會議通過之。
第十八條

對外代表

任何以本會名義參與本校以外之組織或行動之成員或代表團，須由幹事會提名，經代
表會會議通過。
第十九條

校務委員會學生代表

除有關章則文本另有註明外，各校務委員會中要求委任全日制本科生之校務委員會學
生委員或觀察員，由幹事會提名，並提交代表會會議通過之。

第六章
第二十條

司法職權

條例詮釋權

本會會章、章則、附則及其他條例之最終詮釋權歸代表會會議。
第二十一條

仲裁糾紛

一、 代表會須調解及仲裁就本會中央組織或屬下團體之各項糾紛或投訴。
二、 若無相關條例訂明，仲裁程序由代表會或其授權機構決定之。
第二十二條

上訴

一、 代表會會議須審理因本會各條例列明之程序之上訴。
二、 代表會會議之議決為最終裁決，各相關當事人或團體必須遵守。
（註：本章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七屆代表會第二次常務會議隨《2017
年章則解釋（修訂）條例》通過起廢除。）

第七章

其他權責

第二十三條 民意代表

代表會應定期收集會員對本會之意見，並履行最高民意機構之責任。
第二十四條

全民投票

除罷免代表會之議案外，代表會須主持本會全民投票。
第二十五條

全民大會

代表會須主持本會全民大會。
第二十六條

聯席會議

代表會須主持本會聯席會議。

第八章
第二十七條

屬下委員會

屬下委員會定義

一、 代表會屬下委員會指：
1.

代表會行政輔助部門。

2.

代表會常設委員會。

3.

代表會非常設委員會。

4.

代表會委任之專責委員會。

二、 各屬下委員會得於代表會休會期間協助行使代表會之監察職權。
三、 各屬下委員會於本會司法機構未有解釋前，而在需要應用由該委員會執行之有關
條例之條文時，可就有關條文進行詮釋。
四、 代表會會議可藉其議決推翻各屬下委員會之決定。
第二十八條

行政輔助部門

一、 代表會須設立職員會及秘書處，以處理代表會之各項行政事宜。
第二十九條

屬下常設委員會

一、 代表會設有下列常設委員會：
1.

屬下團體委員會，處理本會屬下團體事宜。

2.

章則委員會，處理本會章則事宜。

3.

財務委員會，處理本會財務事宜。

4.

觀察及諮詢委員會，處理本會會務監察及突發事宜。

5.

選舉委員會，處理本會選舉及投票事宜。

6.

屬下團體資源分配委員會，負責分配由本會管理之屬下團體資源。

7.

檔案管理委員會，負責保存有關本會運作及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

二、 代表會代表須加入不少於一個之代表會屬下常設委員會。
三、 各常設委員會須於代表會常務會議五天前提交截至上次代表會休會之書面工作匯
報。
四、 各常設委員會須就幹事會、學生報及校園電台之有關決定向代表會提供意見。
五、 若常設委員會之任期已屆滿，而代表會會議未及委任新一屆委員會，則除非代表
會會議另有指示，否則原有委員會得繼續執行委員會之權力及職責，直至新任委
員會獲委任、或代表會會議另有指示為止。
六、 各常設委員會須於落任後一個月內提交全年工作報告、全年之會議紀錄及有關文
件予下屆代表會。

第三十條

屬下非常設委員會

一、 代表會設有下列一個非常設委員會：
1.

中國民運基金管理委員會。

二、 各非常設委員會須於落任後一個月內提交全年工作報告、全年之會議紀錄及有關
文件予下屆代表會。
第三十一條

專責委員會

一、 代表會認為合適時，可委任專責委員會，協助代表會或代表會屬下委員會處理指
定工作。
二、 對專責委員會作出委任時，須訂明及公告其成員、權責、任期。
三、 專責委員會須於任期完結後一個月內提交工作報告及相關文件予代表會。
第三十二條

出席委員會會議

一、 屬下委員會委員如無法出席屬下委員會會議，可根據本章則訂明之合法缺席理由
向相關委員會主席申請缺席。
二、 已辭職、被凍結、或按本章則規定合法告假之代表，於屬下委員會會議計算合法
人數時可將其剔除。
三、 未有出席屬下委員會會議之代表，若未按本章則規定合法告假，或其缺席申請不
獲相關委員會主席接納，作無故缺席論。
四、 各屬下委員會委員若無故缺席三次或以上之屬下委員會會議，將視為失職論，可
被懲處。
第三十三條

顧問

代表會屬下委員會如設有顧問時，該委員會須與之保持緊密聯繫。

第九章
第三十四條

代表會會議

會議常規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議常規》適用於代表會之常務會議及臨時會議。

第三十五條

臨時會議

代表會主席應於下列情況召開臨時會議：
一、 代表會代表十人以上聯署要求
二、 其認為某特定事項急需處理，不適宜留待下次常務會議處理。
三、 幹事會要求
四、 學生報或校園電台以書面形式向代表會提交緊急議案。

第三十六條

代表會書面通傳表決

一、 代表會職員會須於下列情況主持書面通傳表決：
1.

遇有須代表會全體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之議案，而該次代表會會議在席
代表人數不足，同時在席代表認為議案緊急時。

2.

遇有須代表會全體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之事項，代表會職員會認為相關
事項緊急，同時認為無法及時召開代表會會議以通過之，可由代表會職員會
提出書面通傳之議案。

二、 書面通傳表決須包括有關議案、相關之附件及通傳票，一併送交代表會各代表。
三、 書面通傳投票期不得少於三天。
四、 書面通傳投票應以記名投票形式進行。
五、 於截票日期前仍未投票之代表作棄權論。
六、 代表會職員會須於截止投票後二十四小時內完成點票，並將投票結果連同各代表
之投票意向記錄送交各代表。
七、 各代表若有關於書面通傳表決之投訴，須於收到結果通知後二十四小時內書面通
知代表會職員會，並附投訴書予其他代表。
八、 若棄權票多於有效票數之半數，或代表會全體代表三分之一以上和議相關投訴，
有關通傳表決則告無效，須交由代表會會議討論及處理。
九、 經書面通傳表決通過之議案，須於代表會會議確認之。
第三十七條

會議合法性

一、 代表會會議須於指定期限或之前於本會條例訂明之公告地點公告方為合法。
二、 代表會常務會議及臨時會議之公告期限及法定人數由本會會章訂明之。
三、 如代表會會之常務會議或臨時會議未能完成其議程，可召開續會繼續處理議程，
唯須於開會前十二小時通知各代表，公告各會員，並附議程。
四、 代表會會議續會之法定人數與原會議相同。
第三十八條

當然列席代表

以下人士均為代表會會議之當然列席代表：
一、 去屆會長（重新獲選為代表除外）；
二、 去屆代表會主席（重新獲選為代表除外）；
三、 幹事會會長、副會長或外務副會長；
四、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總編輯或副總編輯；
五、 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台長、內務副台長或外務副台長。

第三十九條

出席會議

一、 若代表預計須於代表會會議早退或遲到，須事先以書面形式連同相關證明提交代
表會職員會，由職員會決定是否接納。
二、 若代表因特殊情況無法於事先就早退或遲到之情況通知職員會，須於會議後三天
內以書面形式連同相關證明向職員會解釋原因，由職員會決定是否接納。
三、 凡代表未有根據本條規定向職員會表明須要遲到，或其理由不獲職員會接納，而
於會議召開時間三十分鐘後仍未出席會議，將視為無故缺席論。
四、 凡代表未有根據本條規定向職員會表明須要早退，或其理由不獲職員會接納，將
視為失職論，可被懲處。
第四十條

合法告假

代表會代表可因下列情況向代表會職員會申請合法告假，以暫停執行代表職務，並由
代表會職員會接納後公告全體會員：
一、 因事離港，而列明其離港期之告假信於離港前七天送交代表會職員會，並於回港
後補交相關證明核實；
二、 因特殊原因短期未能履行代表會代表職務，而獲代表會職員會接納；
三、 於代表會會議三天或之前辭職而未有遞補。
第四十一條

合法缺席

一、 代表會代表可因下列情況於代表會會議合法缺席：
1.

課業（會議召開時間為上課時間或考試前三天）。

2.

私人理由。

二、 因事離港而無法於議會會議前指定期限向職員會提交申請，亦可作合法缺席論。
三、 本條第一項列明之合法缺席申請應於代表會會議三天或之前送交職員會方為有
效，唯職員會可就個別特殊情況酌情接納於會議後七天內提交之後補申請。
四、 各代表申請合法缺席時須附上有關證明。
五、 各代表若須提出第四次或以上之合法缺席申請，須以書面形式向代表會主席或副
主席解釋原因並經其接納；否則職員會不得接納其申請。
第四十二條

會議計算之法定人數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起失效）
第四十三條

流會

一、 代表會或其屬下委員會之會議不足《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議常規》訂明之法定
人數規定時，會議主席得宣佈流會。
二、 代表會或其屬下委員會之會議於擬召開會議時間四十五分鐘後，仍不足合法人數
下限，會議主席得宣佈流會。
三、 代表會或其屬下委員會應於流會後根據本章則進行續會，處理未完成之議程。

第四十四條

延期

一、 代表會或其屬下委員會之會議如因惡劣天氣或其他特殊原因而無法召開會議，該
會議之主席須於會議召開三十分鐘或之前公告會議延期之安排，並知會代表會成
員。
二、 延期之會議應於七十二小時內重新召開。

第十章
第四十五條

停止運作及出缺

停止運作

一、 代表會於其會期內出現以下情況即告停止運作：
1.

代表會全體代表人數少於十人。

二、 於代表會停止運作期間，代表會不得執行除主持全民投票、全民大會、聯席會議
及互選代表會職員以外之職務。
第四十六條

出缺條件

代表會於其會期內出現以下情況即告出缺：
1.

對代表會之彈劾案或罷免案獲得通過。

第四十七條

權力轉移

代表會告停止運作或出缺時，其職權將轉移至本會聯席會議行使之。
第四十八條

代表會停止運作或出缺期間之職務

於代表會停止運作或出缺期間──
一、 聯席會議須負責行使本會會章及本章則訂明之代表會各項職權。
二、 代表會屬下常設委員會將繼續運作，由聯席會議根據本章則規定委任臨時專責委
員處理之。
三、 代表會行政輔助部門、屬下非常設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將停止運作。
四、 除會章訂明限期之事項，代表會屬下常設委員會處理各項事務之期限應由獲委任
之臨時專責委員按實際情況訂明之。
第四十九條

臨時專責委員

一、 臨時專責委員為於代表會停止運作或出缺期間，由聯席會議委任處理代表會屬下
常設委員會基本職務之委員。
二、 臨時專責委員──
1.

須為本會基本會員。

2.

不得兼任本會幹事會幹事、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委員或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委

員。
3.

須服從聯席會議之議決。

4.

其任期及獲委任處理之常設委員會須由聯席會議主席公告訂明之。

5.

其辭職、遞補及撤職須由聯席會議通過之。

三、 臨時專責委員須行使相關常設委員會條例賦予代表會代表於該委員會之權責。唯
因此獲委任之臨時專責委員人數不得多於相關常設委員會條例訂明之代表人數上
限。

第十一章

遺缺及紀律

第五十條 署任安排

一、公職人員如無法於短期內履行職務，須於最少二十四小時前按《釋義及通則條
例》的規定，轉移權力予另一名公職人員，署理其職務。
二、如以下公職人員因特殊情況無法執行職務超過二十四小時而同時未有安排署任人
員：
1.

代表會主席：由代表會副主席署任之。

2.

代表會副主席：由代表會秘書長署任之。

3.

代表會秘書長：由代表會總務署任之；如當時有超過一名代表會總務，則由

代表會職員會決定之署任人選。
4.

屬下委員會主席；由相關屬下委員會秘書署任之。

5.

屬下委員會秘書：由相關屬下委員會主席公告安排。

第五十一條

遺缺

一、 代表會主席如有遺缺時，由代表會副主席遞補之；如代表會正副主席同時遺缺，
則由代表會會議選任一名代表會成員出任代表會主席。
二、 代表會副主席、秘書長或總務遺缺時，由代表會於其會議上重新互選之。

第五十二條

紀律

一、 凡代表失職，代表會可視乎嚴重性予以遺憾、譴責、彈劾或罷免。
二、 代表如非合法告假或合法缺席而未有出席相關議會會議，或缺席本會聯席會議，
將視作無故缺席論。
三、 凡代表無故缺席三次或以上，須於代表會會議須彈劾之。
四、 凡代表無故缺席四次，則自動免職。
五、 被免職之代表可向本會聯席會議上訴。

第十二章
第五十三條

賦權條文

章則修改

本章則修改得由代表會會議法定出席人數三分之二通過並公佈之。
第五十四條

會章衝突

本章則如與本會會章有衝突者，概以後者為準。
第五十五條

附則解釋權

本章則之最後解釋權屬本會會章訂明之司法機構。
第五十六條

生效及修訂

一、 本章則前身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附則》(一九九五年)，於二零零九年五
月二十二日通過修訂生效。該附則於本章則通過生效時予以廢除。
二、 本章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之第三十九屆代表會第五次常務會議通過，並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三、 本章則第一次修訂經第三十九屆代表會第四次臨時會議通過，並於二零一零年四
月一日起生效。
四、 本章則第二次修訂經第四十二屆代表會第四次臨時會議通過, 並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十一日起生效。
五、 本章則最後修訂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之第四十三屆代表會第一次常務會議
通過，並即時生效。
註：本章則第四十條的修訂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第四十六屆代表會第十二次臨
時會議續會通過，並即時生效。
註：本章則第三條及〈第六章：司法職權〉的修訂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四十
七屆代表會第二次常務會議通過，並即時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