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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章程》
緣起
1.

目標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乃根據香港法例第

3.

1109章《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而成立之法定組

校友評議會之目標為：－
(a)

織，其章程、職能、特權及其他與校友評議會

協助推廣大學之活動，增進大學之利益，
達至大學之目標；

有關的事宜，須符合《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與

(b)

促進大學與公眾之良好關係；

規程之規定，及須經大學校董會批准。

(c)

加強校友評議會成員與大學其他成員之
聯繫；

定義
2.

(d)

增進校友評議會成員之利益；

(e)

籌募經費以實踐校友評議會之目標。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

會籍

議會章程》及章則內：－
「條例」指《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大學」指香港中文大學；

4.

「規程」指《香港中文大學規程》；

校友評議會由校友評議會名冊列名之所有人
士組成。

「教務會」及「校友評議會」分別指大學教務
會及校友評議會；

5.

「原有書院」指下列任何一間書院：－
(a)

崇基學院；

(b)

聯合書院；

(c)

新亞書院；

大學之全體畢業生或在大學成立之學年內(即
１９６３年８月)獲專上學院統一文憑委員會發給
文憑者，均有權列名於校友評議會名冊。

6.

任何人士於大學成立前註冊入讀任何一所原有

「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分別指校友

書院，曾修讀該書院一項不短於四年之課程，

評議會主席、副主席及秘書；

並獲得該書院或專上學院統一文憑委員會發給

「章程」指《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章程》;

文憑者，可向大學教務長登記列名於校友評議

「章則」指列於附表之校友評議會章則;

會名冊。

「常務委員會」指校友評議會常務委員會；
「校友會聯會」指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有

7.

任何人士凡註冊為研究生，曾於一所學院或專

限公司；

科學院修讀一項不短於一學年之審定課程，並

「週年會員大會」指校友評議會週年會員大會；

獲教務會發給研究院文憑者，可向大學教務長

「特別會員大會」指校友評議會週年會員大會

登記列名於校友評議會名冊。

以外之任何會員大會。
8.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x

獲大學頒授榮譽學位者，不得僅因持有此學位
而成為校友評議會成員，惟他們可獲校友評議
會選舉出任校友評議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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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校友評議會名冊由大學教務長保管。凡列名在

臨時空缺時，校友評議會得在下次週年或特別

該名冊者，便足以證明其在週年或特別會員大

會員大會中，由成員中補選一人繼任，任期以

會享有投票權，惟在行使該投票權時，仍須符

離任者餘下之任期為限。

合章程其他條文及章則之規定；而名冊上未有
列名者則無投票權。

14A.倘副主席職位出現臨時空缺時，而其餘下任期
少於十六個月，則常務委員會有酌情權決定留

9A. 任何有權列名校友評議會名冊之人士，或任何

待下次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才進行補選。

已向大學教務長登記列名校友評議會名冊之人
士， 如欲將其名字由校友評議會名冊中刪除
者，須以書面通知秘書。

15. 倘主席因任何原因未能履行其職責，或未能行
使根據章程及章則所賦予之酌情權，副主席得
署理主席之職位，直至主席恢復履行其職責或

9B. 任何依照第9A條經書面通知校友評議會秘書

主席空缺獲得填補為止。

將其名字由校友評議會名冊中刪除之人士，如

秘書

欲再度列名校友評議會名冊者，須向常委會提
出書面申請，其申請經常委會審核通過，並得
大學教務長核實後，其名字始得重新列入校友
評議會名冊。

16. 校友評議會秘書由大學委任一名高級職員出
任。

權力及職能

主席與副主席
10. 校友評議會須由成員中選出主席及副主席各一
名，兩者之任期皆為三年。

17. 校友評議會有下列之權力及職能：－
(a)

從校友評議會成員中選出主席及副主席
各一名；

11. 參加競選校友評議會主席或副主席者，必須通

(b) 討論任何有關大學之事項，包括（但不限
於）由大學校董會或教務會提交之事項，

常在香港居住。主席或副主席於任期屆滿時，

並在有需要時向大學校董會或教務會提

連選得連任。

出意見；
12. 校友評議會主席或副主席之選舉，必須依照由

(c)

從校友評議會成員中選出大學校董，名額
由大學校董會決定。惟在大學任職之人士

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制定及經大學校董會批准

不得循此途徑獲選為大學校董；

之選舉章則，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

(d) 為校友評議會及大學向成員及其他人士
籌募款項，並決定其用途；

12A. 倘主席或副主席職位因行將任滿出缺而無合資
格之候選人時，任期屆滿之人士如同意連任，

(e)

改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之會議程序、選舉

經常務委員會通過，即可繼續擔任有關職位，

方法，及委任委員會；

任期一年。
(f)
13. 主席須主持所有週年及特別會員大會，同時須
擔任常務委員會主席。

在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上制訂、撤銷或修

採取適當措施，以執行大學條例或規程所
賦予校友評議會之權力；

(g) 執行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所轉授之其他職
能。

14. 除14A條另有規定外，倘主席或副主席職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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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委員會

及建議；
(c)

18. 校友評議會得設立由下列人士組成之常務
委員會：

(d) 向校友評議會報告有關大學事務；
(e)

(b) 校友評議會副主席，同時擔任常務委員

(f)

提交週年會員大會通過；
(h) 授權運用校友評議會財政預算內及其他
款項，以達成校友評議會之目標及行使其

(d) 六名由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選出之常務

權力，並向週年會員大會提交財政報告；

委員；
(e) 五名由大學校友會聯會推薦出任之常務

執行校友評議會之決議；

(g) 如有需要，為校友評議會草擬財政預算，

會 副主席；
(c) 上屆校友評議會主席；

就與大學有關之事務，直接與大學校董會
及教務會溝通；

(a) 校友評議會主席，同時擔任常務委員會
主席；

召集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

(i)

成立、改組或取消小組委員會，及為小組
委員會訂定職權範圍，並提交考慮事項。

委員。

所有小組委員會須向常務委員會定期匯
報工作進展，並由常務委員會全權決定應

19. 校友評議會秘書或其代表得擔任常務委員會秘

否解散；

書。
(j)

倘選任常務委員職位出現臨時空缺時，得

20. 校友評議會須在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中，依照

補聘校友評議會成員擔任常務委員，任期

大學校董會批准之選舉章則，選出六名選任常

至下次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再行補選出

務委員。

補任常務委員為止。補任常務委員之任期
以離任者餘下之任期為限。倘離任者之餘
下任期少於十六個月，該補聘常務委員之

21. 所有常務委員候選人須獲得最少十名校友評議

任期則以離任者餘下之任期為限；

會成員之書面提名。

(j1) 倘選任常務委員職位因行將任滿出缺而
無合資格之候選人時，任期屆滿之人士如

22. 六名選任常務委員之任期均為三年，每年其中

同意連任，經常務委員會通過，即可繼續

三分一依次退任，連選得連任。

擔任有關職位，任期一年。
23. 第一屆常務委員會選任委員須由抽籤方式決定

(k) 得制訂、撤銷或修改任何章則。惟有關更

彼等之任期分別為一年、二年或三年，人數各

改，須經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並經

佔三分之一。

大學校董會批准，始為有效及具約束力。
(l)

24. 由校友會聯會推薦出任之五名常務委員，其任

採取適當措施，以執行大學條例或規程所
賦予校友評議會之權力。

期為一年， 或依照校友會聯會決定之年期連
26. 常務委員會會議之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總人數

任。

一半或以上。
24A. 上屆主席，其常務委員任期自其卸任主席後一
年為止。

25. 常務委員會之職責及權力如下：
(a)

執行職能以促進校友評議會之目標；

(b) 向校友評議會提供有關大學事務之意見

27. 常務委員會每一公曆年最少開會二次。

28. 主席有權酌情決定以書面傳閱形式表決常務委
員會事務。倘採用此方式，經簡單大多數常務
委員簽署同意，即等同經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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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常務委員毋須就任何出於誠信之行為，或在常

管，並設獨立帳籍記錄。

務委員會之權力範圍內所作之行為，負上個人

章則

責任，亦毋須就任何無心之失，負上個人責任。

30. 校友評議會主席、副主席或任何一位常務委員
之職位，得因下列理由被解除職務：(a)

脫離校友評議會會籍；或

33. 校友評議會可制定各類章則，並載列於各附表
中：
(a)

(b) 被判犯有刑事罪，經常務委員會認為不道
德、招物議或可恥者；或
(c)

身體或心智方面喪失能力，經常務委員會
認為不能適當執行其職責者；或

(d) 經常務委員會認為行為不道德、招物議或

(e)

附表1《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會議章
則》；

(b)

附表2《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選舉章
則》。

上述章則如有撤銷、修改或增訂，須於週年或
特別會員大會上經簡單大多數票通過；惟有關

可恥者；或

撤銷、修改或增訂須經大學校董會批准，始可

向常務委員會書面請辭者。

生效。

選舉大學校董

章程及章則解釋

31. 校友評議會得從常務委員中推選不超過三名成

33A.章程及各類章則如同時有中文本及英文本時，

員為大學校董；惟在大學任職之人士不得循此

兩者具同等法律效力。其內容如有歧義，則以

途徑獲選為大學校董。

常務委員會解釋為準。至於對有關解釋如有爭
議時，可提交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決定。

31A. 校友評議會主席在當選時如符合下列條件，可

章程修訂

自動當選為代表校友評議會之大學校董：
(a)

並非在大學任職或擔任大學校董；或

(b) 雖然擔任(a)所列明之職位，惟已同意一

34. 本章程如經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出席者三分二

旦獲選為主席時，將會辭去該等職位；

或以上通過，可予撤銷、修改或增訂；惟有關

及

撤銷、修改或增訂須經大學校董會批准，始可

在參選時，已同意一旦獲選為主席，亦將

生效。

(c)

擔任代表校友評議會之大學校董。
35. (1999年6月26日週年會員大會通過廢除)

財務
32. 校友評議會所有資金，均須交大學財務長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