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灣商會學校校友會 
會章(2020) 

第一章 總則  
 
1. 定名： 本會定名為「荃灣商會學校校友會」，以下簡稱「校友會」。 
2. 會址： 校友會會址為：新界青衣島青衣」第一期校舍。  
3. 性質： 校友會為根據香港法例第 151 章<<社團條例>>註冊的非牟利團體。  
4. 宗旨：  
     4.1 促進校友會、荃灣商會學校(以下簡稱「母校」) 及在校同學彼此間之聯繫；  
     4.2 為各會員提供文娛、教育、福利等活動，以促進校友會會員之友誼、交流與合作；  
     4.3 提供服務以貢獻母校、社區及社會；及  
     4.4 加強會員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第二章 會員  
 
1. 會員資格  
     1.1 凡曾就讀母校之校友，向校友會申請及經執行委員會接納，均可成為校友會之會員； 
     1.2 校友於入會時須繳交會費，已繳交會費恕不退還。  
 
2. 會籍  
     2.1 會籍採取終身制，並不得轉讓。  
 
3. 會員權利  
     3.1 使用本會提供的設施；  
     3.2 參加本會舉辦的活動；  
     3.3 擁有發言權、動議權、和議權、提名權、被提名權、參選權及投票權；  
     3.4 出任執行委員會之職位；  
       3.5 出席會員大會及列席執行委員會會議；及  
     3.6 享有校友會給予的其他權益。  
 
4. 會員之義務  
     4.1 遵守校友會會章及經執行委員會通過修訂的規則；  
     4.2 遵守會員大會通過的議決；  
     4.3 在任何情況下，不得作任何有損校友會聲譽及利益之行動；及  
     4.4 若會員作任何有損校友會聲譽或利益之行動，執行委員會可召開特別會議決議取消其會籍。 

 
第三章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校友會最高權力組織。 
 
2. 會員大會設周年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周年會員大會每年舉行一次，由執行委員會決議召

開；開會時間、地點及議程須於會議前不少於七天前於學校網頁公布。 
 
3. 周年會員大會事權如下：  
     3.1 審閱並通過執行委員會提出之周年報告；  
     3.2 審閱並通過校友會之周年財務報告；  
     3.3 選舉來屆執行委員會執委；  
     3.4 修改會章；及  
     3.5 討論並通過議案。 



 
4. 周年會員大會出席人士為會章所規定之會員。  
 
5. 周年會員大會列席人士資格如下：  
     5.1 校方之教、職員；  
     5.2 校方應屆畢業班級所派出之學生代表；及  
     5.3 執行委員會所邀請之人士。  
 
6. 周年會員大會出席者法定人數為已登記會員十人，若會議於指定時間後三十分鐘仍未足法定人

數，主席應宣佈流會，並決定再次開會日期；最早者仍須於十四天後再次召開及於學校網頁公

布，與會人數即為法定人數。  
 
7. 特別會員大會  
     7.1 特別會員大會由執行委員會召開；  
     7.2 特別會員大會將負責處理非一般或緊急事項；  
     7.3 在下列情況，執行委員會必須在十四天之內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7.3.1 不少於十位會員聯署提出書面要求。  
     7.4 執行委員會必須在特別會員大會舉行七天前，將議程及有關文件於學校網頁公布。  
 
8. 周年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之議案須由出席會員過半數通過。 
 
 
第四章 執行委員會  
 
1. 執行委員會 (下稱：執委會) 為校友會之最高行政機構，負責執行一切決議案，處理日常會務及

行政工作。 
 
2. 執委會每年開會不少於一次，由主席於十四天前發出通知及議程，會議法定人數為執委會成員人

數多於半數。 
 
3. 執委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財政一人， 康樂一人，總務一人，聯絡一人，合

共七人。 
 
4. 執委會之事權如下：  
     4.1 擬定代表議會及周年會員大會之議程，並執行其議決案；  
     4.2 策劃及推行會務；  
     4.3 制定周年工作方針，財務預算，並交周年會員大會通過；及  
     4.4 編纂周年報告及周年財務報告，轉交周年會員大會審核並通過。  
 
5. 校方現任校長、副校長及校方委任的老師均可列席執委會。  
 
6. 主席職權如下：  
     6.1 對外代表校友會； 
     6.2 處理校友會會務，並貫徹校友會之宗旨； 
     6.3 主持一切有關會議，並切實執行會議之議決案；及  
     6.4 於周年會員大會發表周年報告。  
 
7. 執委會以兩年為一屆會期；會期由當屆的 9 月 1 日起，至下一個學年的 8 月 31 日為止。  
 
 



第五章 選舉與出缺  
 
1. 執委會由出席周年大會的會員直接投票選舉產生。如只有一個候選內閣名單，則以信任票形式投 

票，候選內閣成員也可以參與投票。 
 
2. 執委會各成員任期均為兩年，不論任何職位，連任次數不限。  
 
3. 倘若新一屆執委會未能如期產生，剛屆滿的執委會得繼續留任至選出新一屆執委會為止。  
 
4. 執委會成員不能同時兼任兩個或以上執委職位。  
 
5. 執委會成員如欲請辭，須於一個月前向執委會遞交書面通知；執委會在接納其辭職後，須向各會

員公告有關變動。  
 
6. 當執委會之主席、副主席、文書或財政出缺時，可由執委會成員內部推舉有關空缺；而其他執委

出缺，則可懸空直至任期完結。惟執委會人數不足五人時，須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進行補選，填補

有關空缺。  
 
7. 執委會選舉方法如下：  
     7.1 在周年會員大會由內閣形式選舉，採取簡單多數票形式進行選舉；  
     7.2 選舉於周年會員大會中進行，事先應由執委會書面通知所有會員； 候選內閣成員必須為校

友會會員，並需於選舉前一個月將其內閣簡介提交予執委會；  
     7.3 於選舉年，執委會須於周年會員大會不少於一個月前經校友會網頁通知全體會員。  
 
8. 執委會各成員，在下列情況下應停止其職務：  
     8.1 其本人提出辭職；  
     8.2 由會員二十人書面聯名提出要求執委會任何執委辭職，並經周年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一 

半以上票數通過者。  
 
第六章 財務  
 
1. 經費來源  
     1.1 會員會費；  
     1.2 會員捐贈或贊助；  
     1.3 銀行存款所產生之利息；  
     1.4 活動收費盈餘及其他收益。 
 
2. 會費  
       2.1 在職校友申請入會須繳交入會費港幣五十元正，收入均用作與本會宗旨有關的會務開支； 
     2.2 應屆畢業生申請入會只須繳交入會費港幣十元正。 
     2.3 會費之增減必須經會員大會通過； 
     2.4 已繳交之會費概不退還。  
 
3. 本會將收入存放於以「荃灣商會學校校友會」名義開設之銀行戶口。 
 
4. 校友會不得作任何形式借貸。  
 
5. 本會的財政年度由九月一日始，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6. 財政負責彙集會費及其他收入，存入指定之銀行。(存摺及支票簿由校方保管，提取款項時，支

票須經主席或副主席其中一人及財政簽署。)  
 
7. 執委會負責處理本會經費，本會屬下工作小組若動用本會的經費須預先取得執委會核准。  
 
8. 財政須於每年執委會會議中報告本會之財務狀況，並製作該財政年度之收支結算表。經義務核數

員核實妥當後，再交回執委會審核，並提交大會通過。每屆財政結餘必須撥至下屆執委會。  
 
9. 如校友會被解散，財務若有盈餘，則全數捐贈母校。  
 
10.由執委會推選一位義務核數員，於每年財政年度終結時，核算本會全年收支賬項。 
 
第七章 會章修訂  
 
1. 會章修訂之提案，須於周年會員大會會議前十四天，由執委會主席以書面通知所有會員。  
 
2. 有關修訂之會章，須於周年會員大會獲三分之二出席的會員人數通過。  
 
第八章  校友校董 

 
1. 產生辦法及職責 
    1.1 由校友會舉辦校友校董選舉，由會員投票選出獲票較多之候選人出任校友校董。 
     1.2 校友校董的崗位由一人出任，以註冊日計起任期為兩年，連任次數不限。 
     1.3  校友校董的職責是加入法團校董會，參與討論校董會內關於學校管理和決策的議案。 
 
2. 候選人資格及提名 

2.1 所有校友會認可會員均可成為候選人。候選人亦應注意 《 條例 》 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董 

註冊的規定。(參附錄)      
     2.2 校友校董選舉的提名期為兩星期，校友校董選舉主任會在校網通知會員提名期的日期。 
     2.3 每名校友會會員可提名本人或另一名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每名校友會員最多可提名兩位候 

選人，提名不需要和議。 
 
3. 投票人的資格  
     3.1 所有校友會員均可投票。  
 
4. 投票方法及點票 
     4.1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自己的姓名或任何可 

辨識身分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4.2 校友會會為選舉設置一個投票箱並鎖好，鎖匙由選舉主任保存。校友會員須於指定日期親自 

到學校現場投票，投票日期和時間會由選舉主任於選舉日計起早一個月前經校友會網頁通知 
各位會員。 

     4.3  校友會主席及選舉主任會參與點票見證工作。點票期間，選舉主任會確保所有選票均已從 

投票箱倒出才開始點票。以下情況，選票當作無效： 
一、選票上所投的候人數目，多於是次舉空缺數目； 
二、選票填寫不當；或 
三、選票加上可令人認出投票者身分的符號。  

     4.4  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得票相同，將會由選舉主任以抽簽決定當選人。若只有一名候選人， 

根據「自動當選」機制，該候選人將會自動當選為校友校董。 
 

 



4.5  選舉工作結束後，選舉主任把所有已投的選票放入信封內。選舉主任和校友會主席會分別 

在信封面上簽署，然後把信封密封，交由校友會保存。信封和選票不會長期保留，只保留六

個月，以便在有人提出有關選舉不當的指控時，供調查之用。 
     4.6  選舉主任會在選舉日後的三日內經由學校網頁通知所有校友會員有關選舉的結果。  
 
第九章 處分及上訴  
 
1. 處分  
     1.1 會員處分  
          1.1.1 會員如有任何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或利益之行為，將受到處分； 
          1.1.2 會員大會可向違規會員發出口頭警告、書面警告、譴責聲明，及保留開除相關會員的

會籍。  
     1.2 於會員大會中，獲得不少於三分之二或以上有投票權之會員投票贊成，方可通過；  
     1.3 處分方式及內容須於議案上列明，並由執委會執行；  
     1.4 任何處分個案的一切有關資料，須以書面形式於一個月內通知各會員。  
 
2. 執委會處分  
     2.1 執委會或個別執委一旦犯上下列過失，會員大會若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票數支持，有權對犯

錯之執委進行彈劾或罷免個別執委之職權，又或解散執委會：  
          2.1.1 違反本會會章或會員大會之決議；  
          2.1.2 怠忽職守；  
          2.1.3 作出嚴重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之行為；或  
          2.1.4 於本會作傳銷之活動。  
     2.2 執委會必須給與可能遭罷免之執委或可能被革除會籍之會員不少於七天之書面通知，提醒有

關執委或會員有權在指定限期之內就事件作出申辯或澄清，否則有關罷免或革除將不能生

效。  
 
3. 上訴  
     3.1 如執委會就處分事項上接獲任何上訴，執委會須於十四天內作出調查及將結果以書面形式通

知各會員。  
 
第十章 解散校友會  
 
如解散本會，必先由不少於三十名或以上會員聯名提出書面動議及經特別會員大會以不少於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票數通過方能生效。執委會有責任在會員大會宣佈解散本會之後，繼續跟進有關事宜直

至完結為止，包括妥善處理本會一切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