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第十六屆(2012-2013)學生會 

選舉細則 
 

引言 

學生會選舉細則是選舉委員會根據學生會會章所制定，一切條文以學生會會

章為準。 本細則的設立是為了提供公平、公正及和平的選舉環境給予投票人

士，並順利完成所有選舉程序。 所有人士參與本選舉任何程序(包括競選、投

票)亦即同意遵守本細則所有細節。 
 

規條 
 

1 學生會選舉以內閣制進行，而其內閣參選資格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文： 

1.1 有意參選之內閣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或之前向選舉委員會提交參選報名表

格； 

1.2 內閣成員必須為本校學生及必須包括：主席、內務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及不少於 8

名、不多於 15 名內閣成員； 

1.3 本校中四及中五同學均可參選，選舉委員會委員除外； 

1.4 所有內閣成員只可在一個內閣中參選； 

1.5 提交參選報名表格後，可增加內閣參選人數及組織架構，但必須通知選舉委員會及

學生會負責老師； 

1.6 提交參選報名表格後，內閣成員可以選擇退出，惟需得到選舉委員會及學生會負責

老師批准及其內閣架構仍須符合本細則 1.2內所規定；  

1.7 內閣參選資格必須得到選舉委員會及學生會負責老師同時批准。 

 

2 選舉委員會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早會公佈合資格候選內閣。 

 

3 有關選舉期間宣傳活動事宜，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文： 

3.1 2012 - 2013年度選舉期為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亦即可
進行宣傳活動的日子)； 

3.2 於選舉委員會公佈合資格候選內閣前(即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早會前)，任何人士不

得作出任何形式候選內閣宣傳活動； 

3.3 候選內閣可參考選舉委員會所發出之「第十六屆(2012-2013 年度)學生會選舉日程」

文件制定宣傳活動計劃書，並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或之前，將計劃書提交予選

舉委員會檢核，任何宣傳活動必須經選舉委員會批准後方可進行； 

3.4 宣傳活動計劃書應清晰列出內閣於競選期間內每項宣傳活動資料，如時間、地點、

對象及流程等；  

3.5 候選內閣只可於非上課時間進行宣傳活動； 

3.6 任何宣傳活動不應影響本校日常運作及同學校園生活； 

3.7 候選內閣於競選期間之宣傳用品必須事先交予選舉委員會審議並經批准後方可派

發、張貼、懸掛或作任何形式的公佈； 及 



3.8 候選內閣須負責清理其宣傳物品，並須於投票後即日清理妥當。 

3.9 候選內閣於競選期間內每項宣傳活動，如涉及各樓層班別，必須知會有關的班主任。 

3.10 候選內閣於競選期間內的早會宣傳，必須於事前向學生會負責老師或第十六屆學生

會選舉委員會負責幹事，進行演練。 

3.11 候選內閣不可於競選期間進行任何與第十六屆學生會選舉無關的宣傳活動及內容。 

 

** 候選內閣不可於選舉日進行任何宣傳活動。（於選舉日之前張貼、放置的宣傳物品除

外） 
 

4 有關候選內閣選舉經費事宜，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文： 

4.1 合資格候選內閣均可獲得港幣一仟元正作競選經費； 

4.2 競選經費只限於競選期間內及宣傳活動必要開支用途；及 

4.3 候選內閣開支結算須於投票日第二天（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或之前，遞交予

選舉委員會，同時選舉委員會及學生會負責老師有權要求候選內閣解釋其有關開支。 

 

5 候選內閣必須於以下時間或之前提交有關文件(必須為 A4尺寸文件或電子版本)予選舉委

員會： 

5.1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或之前提交宣傳活動計劃書。 

5.2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或之前提交初步內閣政綱。 

5.3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或之前提交內閣政綱第一次修訂版本(如無任何修改，亦須

照會選舉委員會) 。 

5.4 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或之前提交內閣政綱最後修訂版本(即使無任何修改，亦須照會

選舉委員會)。 

 

** 候選內閣未能於以上指定日期或之前提交有關文件，選舉委員會將不作受理。 
 

6 候選內閣全體成員必須要出席以下活動： 

 

活動項目 地點 日期及時間 

第一次午間論壇 雨天操場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下午一時二十分至四十分 

第二次午間論壇 雨天操場 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下午一時二十分至四十分 

午間論壇備用日 雨天操場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日下午一時二十分至四十分 

選舉日綵排 禮堂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至五時三十分 

禮堂佈置 禮堂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至六時 

  選舉日 禮堂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低年級、高年級週會 

謝票及交接儀式 籃球場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早會 

 

 

** 以上日期如有任何修改，第十六屆學生會選舉委員會將會以電郵方式通知其候選內閣主席 
 

 

 



7 候選內閣必須清楚明白選舉投票程序，詳情如下： 

7.1 本年度選舉採用一人一票不記名方式進行； 

7.2 凡於本校就讀學生均擁有投票權； 

7.3 選舉中，若超過一個候選內閣參選，獲最多票數者當選。 

7.4 選舉中，若只有一個候選內閣參選，其信任票合符學生會會章規定數量(即 30 % 信

任票)方作當選論。 

7.5 點票工作由第十六屆選舉委員會負責，候選內閣亦必須派一位代表監票，以示公允。 

7.6 若遇問題票，皆由第十六屆選舉委員會及學生會負責老師，根據過往慣例，共同決

定。 

7.7 若投票結果出現票數相同的情況，選舉委員會及學生會負責老師會於會議後作出決

定。 

7.8 如遇特殊情況，選舉委員會保留決定該次選舉之有效性的權利。 

 

8 除選舉委員會批准外，候選內閣不能以「本校」、「本校學生會」、「本校學生會候選

內閣」或個人身份與任何組織簽訂協議、合約或其他文件。 根據本條例，任何於二零一

二年九月十日早會前（即選舉委員會公佈合資格候選內閣前）所簽訂文件，會失去其有

效性。 
 

9 在選舉期間，選舉委員會及學生會負責老師有權要求隨時查閱候選內閣會議記錄及列席

會議。 

 

10 候選內閣成員無時無刻須保持良好形象，儀容須端正，行為舉止合適。 

 

11 參選內閣必須依照選舉委員會的一切指示及遵守本細則內任何規定，若有違反，選舉委

員會將重新考慮其參選資格。 
 

12 如於選舉期間發現任何賄賂行為，有關候選內閣將立刻被取消資格及有關人士會直接交

由訓導組處理。 
 

釋義 
 

「本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學生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學生會 

「選舉」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學生會選舉 

「選舉委員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學生會選舉委員會 

「本細則」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學生會選舉細則 

 

 

** 第十六屆(2012-2013 年度)學生會選舉委員會及學生會負責老師擁有本細則修改及解釋
之權利。 

 

第十六屆(2012-2013年度)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主席 

6C 張楊坤 

學生會負責老師 

李慧詩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第十六屆(2012-2013)學生會 

選舉日程 
 

 

事宜 日期 / 地點 / 備注 負責人 

學生會候選內閣 

報名 

03/09/2012 - 07/09/2012 

(5pm前)     
選舉委員會、李慧詩老師、鍾健琴老師 

公佈參選內閣名單 10/09/2012 (早會) 選舉委員會、李慧詩老師、鍾健琴老師 

候選內閣開展宣 

傳活動 
10/09/2012 – 11/10/2012 

 候選內閣、李慧詩老師、鍾健琴老師、 

選舉委員會 

候選內閣早會宣傳 
10/09/2012,17/09/2012, 

24/09/2012,8/10/2012 
候選內閣 

候選內閣探訪班級 
10/09/2012 - 11/10/2012 

(須經有關班主任同意) 
候選內閣 

參選內閣演說訓練 10/09/2012 – 12/10/2012 李慧詩老師、鍾健琴老師、選舉委員會 

禮堂佈置 11/10/2012 選舉委員會、候選內閣 

參選內閣選舉綵排 11/10/2012 李慧詩老師、鍾健琴老師、選舉委員會 

午間論壇 

3/10/2012 、 8/10/2012 、

10/10/2012 

地點：有蓋操場 

時間：下午一時二十分至四十分 

選舉委員會、李慧詩老師、鍾健琴老師 

選舉日 
12/10/2012週會 

(地點：禮堂) 
選舉委員會、李慧詩老師、鍾健琴老師 

點票 
12/10/2012放學 

(地點：學生會室) 

選舉委員會、內閣代表 1名、 

活動組老師 1名 

交接儀式 
15/10/2012早會 

(地點：操場) 
選舉委員會、李慧詩老師、鍾健琴老師 

 

 

** 候選內閣必須根據選舉日程內的日期、地點、安排，進行有關事宜。 
 

 

 

 

 

第十六屆(2012-2013年度) 

學生會選舉委員會示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12-13 第十六屆學生會選舉報名表 

 

 

內閣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 

內務副主席: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 

外務副主席: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 

 

其他成員(最少 8 名，最多１５名) 

 

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2.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3.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4.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5.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6.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7.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8.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9.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10.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1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12.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13.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14.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15. 姓名:_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