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條例(第三十二章)
無股本的擔保有限公司
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CLEMENTI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的
組織章程細則

釋義
1.

在本章程細則中－
「本條例」指《公司條例》(第三十二章) ；
「本會」指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母校」指金文泰中學或官立漢文中學或官立漢文高級中學；
「會員」指本條例內所指的成員；
「會章」指本會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
「會員大會」指周年大會或特別大會；
「理事會」指本會的理事會；
「理事」指執行理事會內的任何成員；
「監察小組」指本會的監察小組；
「監察委員」指監察小組內的任何成員；
「流動帳戶戶口」指在銀行所開立的帳戶；
「基金帳戶」指在特定事項所開立的帳戶；
「印章」指本會的法團印章。

2.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男性代名詞包括女性和中性在內。

3.

中文及英文均為本會的法定語言，但最終以中文為準。

4.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章程細則所載文字或詞句的涵義，與在本章程細則對公司產生約
束力當日有效的本條例或其任何法例規定的修改內所載的該等文字或詞句的涵義相同。

5.

除本章程細則有所指定外，一切其他事項均以本條例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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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6.

因註冊所需，本會擬登記的會員人數不超過一千五百人，但本會可隨時增加會員數目。

7.

凡屬母校的畢業生或舊生，不分性別、國籍，皆具有會員資格。凡具有會員資格及願意
遵守本會會章者，只需填妥入會申請書及繳納本章程細則規定的會費，一經理事會通過
後即成為會員。

8.

本會會費金額由當屆理事會訂定。除非有如此訂定，否則：
(1) 申請永久會籍者需付會員費港幣二百元正；
(2) 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永久會員可經重新登記而成為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的永久
會員。

9.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的權利；
(2) 提議、表決及罷免權；
(3) 於會員大會中享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4) 享有本會會員福利的權利；
(5) 參與本會所舉辦活動的權利。

10.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
(2) 服從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的決議案；
(3) 繳納按本章程細則訂定的會費。

11.

理事會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得頒授獎狀予對本會有特殊貢獻的人士。

12.

經會員大會通過後，理事會將對任何觸犯下列任何一項規定的會員作出書面警告或革除
會籍：
(1) 違反本會會章或任何會員大會的決議案；
(2) 觸犯本港刑事法例並經判罪；
(3) 冒用本會名義致本會名譽受損害。

13.

會員退會需向理事會提出書面通知，經本會紀錄在案並書面作實回覆後，該會員即當作
自動退會論， 不再享有會員之任何權利或福利。

14.

任何自動退會或被革除會籍的人士將不獲發還其已繳本會的各項費用或對本會的捐贈;
如該名人士擔任理事/監察委員，則其職權亦自動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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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15.
16.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為本會的最高決議。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 選舉理事，理事以不超出二十人為限；
(2) 通過修改本會會章；
(3) 處理各理事提出之會務如帳目等；
(4) 處理有關會務的投訴報告；
(5) 罷免瀆職之理事；
(6) 決定會務興革事宜。

17.

理事會之會長、副會長及秘書需分別兼任會員大會之會長、副會長及秘書。

18.

除年內舉行的任何其他會議外，本會每年另須舉行一次大會作為其周年大會，由會長召
開。

19. 周年大會以外的會員大會，均稱為特別大會。如必要時經過半數理事或十位會員之聯名書
面請求，會長須於接到請求該日起二十天內舉行特別會員大會，惟討論事項只限於請求書
上各點。
20.

開會通知書和會議議程需於會議舉行前最少七天郵寄或電郵予各會員，但如因意外遺漏
而沒有向任何會員發出會議通知書，或任何會員沒有接獲會議通知書，均不便有關會議
的議事程序失效。
會員大會議事程序

21.

除以下另有指定外，會員大會以全體會員人數十分之一或二十人（以較少者為準）出席
為法定人數。如在指定的會議時間，出席人數不足法定人數，則宣佈為流會，並延期至
下星期的同一日同樣時間地點，或延期至理事會所決定的其他日期，及於理事會所決定
的其他時間及地點舉行；如於指定的延會時間，出席人數不足法定人數，則出席的會員
即構成法定人數。

22.

理事會會長需以會長身份主持本會的每次會員大會；如理事會會長缺席，則由其中一位
副會長遞補主持會員大會；會長及各副會長同時出缺時，由各理事互選遞補之。

23. 會員大會中各項議案必須佔總票數(包括贊成、反對及棄權票)半數以上通過方為有效決議
案；表決時如遇雙方票數相同，由會長加投一票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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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的投票
24.

會員可親自或自代理人代為表決。

25.

委任代理人的文書，須由委任人簽署。代表本身無須是本會的成員。

26.

任何一名代理人不得代表多於十名會員表決。

27.

委任代理人的文書，須於該文書所指名的人擬行使表決權的會議或延會舉行前一小時存
放在本會的註冊辦事處，或存放在召開有關會議的通知書為存放此等文書而指明的香港
以內其他地點。如沒有遵照以上規定行事，該委任代理人文書即不得視為有效。

28.

委任代理人的文書須依照以下格式 －
「致：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本人／我們，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乃上述公司的成員，現委任______________，
地址為____________＿＿＿＿＿＿＿___，作為本人／我們的代表，在 20__年__月__日舉
行的公司周年大會／特別大會及其任何延會上代表本人/我們表決。
（簽署）
於 20__年__月__日簽署」

29.

按照委任文書的條款作出的表決，即使委託人在表決前撤銷代表委任，該表決仍屬有效；
但如在行使該代表權的會議或延會開始之前，本會已接獲前述撤銷的委任代理人文書的
郵寄或電郵通知，則屬例外。
理事會

30.

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本會以理事會為執行組織。

31.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執行會章：
(2) 向會員大會提出建議；
(3)
(4)
(5)
(6)

32.

實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制訂本會財政預算；
協調各委員會的工作安排；
辦理本會日常事務；

理事會(統稱為"理事")的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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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會長一名；
副會長一至三名；
秘書一至兩名；
司庫一至兩名；

(5) 委員七至十二名；
(6) 理事會由全體理事互選產生；
(7) 理事會設至少七個常設委員會，分別是財務委員會、總務委員會、校友事務委員會、
母校事務委員會、公共關係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康樂福利委員會，由會長委
任理事出任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經理事會通過；
(8) 常務理事會由會長、副會長、秘書、司庫合成。
33.

有意參選理事的會員需於應屆會員大會舉行前最少一個月向監察小組提交候選內閣名單，
而候選內閣名單需連同會議通知書以郵寄或電郵方式分發予各會員。會員大會當天由出
席會員以簡單多數(佔總票數(包括贊成、反對及棄權票)決定選出內閣，票數相同時以抽
籤決定。新任理事於當選之日起七天內舉行理事會，以便彼等互選擔任理事會各職位；
舊任理事需於互選完成之日起七天內移交職務。

34.

各理事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惟理事職務為義務性質，各理事不得兼任本會受薪僱
員或接受本會的任何薪酬或報酬。

35.

會長為本會之代表，指導理事會工作，綜理各種會務及主持各項會議。

36.

副會長協助會長辦理會務，會長缺席、請假或離職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務。

37.

秘書保管本會印章及其他文件，負責一切文書工作，編訂會議議程及記錄會議議案。

38.

司庫負責本會一切收支事務，並按本章程細則第 66 條規定編造年結。

39.

各委員可將其任何權力，轉授予按照本組織章程細則設立的相應常設委員會，常設委員
會可包含一名或多名會員。

40.

理事會將設立以下常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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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務委員會負責籌款及處理基金帳戶用途；制訂年結及管理帳目；並協助司庫制年
結及管理帳目；司庫則負責記錄本會日常收入及支出；
(2) 總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本會一切庶務及協助其他委員會推廣會務；
(3) 校友事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會員聯絡工作及協助秘書管理會員名冊及登記工作；
(4)
(5)
(6)
(7)
41.

母校事務委員會，負責香港處理的聯繫及向母校報告涉及母校的理事會決議；
公共關係委員會，負責推廣本會或母校與外界的關係；
教育事務委員會，負責推廣及促進本會及母校的教育發展；
康樂福利委員會，負責籌劃及推行本會各項康樂及福利活動。

理事會得按需要設立特設委員會推動個別項目，如選舉委員會及修章委員會等；特設委
員會可邀請任何會員作為成員，並於完成特定工作後隨即解散。
理事會會議

42.

理事會每季舉行會議一次，會長認為有需要時可隨時召開。

43.

開會通知書及議程需於理事會會議舉行前最少七天郵寄或電郵予各理事。

44.

理事會會議所需的法定人數為全體理事半數以上。

45.

理事會會長需以會長身份主持本會的每次理事會會議; 如理事會會長缺席，則由其中一
位副會長遞補主持理事會會議;會長及各副會長同時出缺時，由各理事互選遞補之。

46.

理事會會議中各項議案必須經出席者半數以上通過方為有效決議案；表決時如過雙方票
數相同，由會長加投一票決定之。

47.

48.

顧問團
顧問團由理事會委任，包含以下任何人士：
(1)
(2)
(3)
(4)

本會之永遠名譽會長；
本會之名譽會長；
本會之名譽顧問；
本會之當然名譽會長；

(5)
(6)
(7)
(8)

本會之當然名譽顧問；
本會之義務法律顧問；
本會之義務核數師；
其他德高望重的人士。

永遠名譽會長、名譽會長或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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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人士經理事會提名，得會員大會與會者過半數通過，可獲邀出任永遠名譽會長：
(a) 對本會有重大貢獻之會員或人士；及
(b) 對母校有重大貢獻之會員或人士；及
(c) 對社會有重大貢獻之會員或人士。
(2) 下列人士經理事會三分之二提名，得會員大會與會者過半數通過，可獲邀出任名譽會
長，任期與應屆理事會相同：
(a) 對本會有重大貢獻之會員或人士；及
(b) 對母校有重大貢獻之會員或人士。
(3) 下列人士經理事會三份之二通過，可獲邀出任名譽顧問，任期與應屆理事會相同：
(a) 對本會有貢獻或幫助之會員或人士；及
(b) 對母校有貢獻或幫助之會員或人士。
49.

在任母校校長為本會之當然名譽會長，而在任母校副校長則為本會之當然名譽顧問。

50.

理事會可按照會務需要，邀請有經驗之專業會計師及律師會員或其他人士分別出任本會
之義務核數師及義務法律顧問。

51.

顧問團有權列席任何會員大會及理事會會議並於該會議中給予建議，但並無表決權。
監察小組

52.

每屆周年大會需選出三名會員組成監察小組，由非理事會人士擔任。

53.

有意參選監察小組之會員須於會員大會當日自行或由其他會員報名，得另一會員和議後
列人候選名單。出席會員投票選出最高票數三名候選者為下屆監察小組委員，其中最高
票者為監察小組委員長。如票數相同，則由三名監察小組委員互選產生。

54.

監察小組負責稽核本會一切賬目，主持每屆選舉事宜，並接受任何有關會務的投訴，進
行調查並向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提交報告。

55.

監察小組有權列席任何會員大會及理事會會議並於該會議中給予建議，但並無表決權。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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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本會印章由理事會妥善管理。

57.

任何決議案必須經由本會蓋章，加上任何兩名理事或由理事會指定的兩名人士的簽署方
為有效。
財政

58.

本會所有收入必須存人理事會指定之流動帳戶戶口。本會收入包括：
(1)
(2)
(3)
(4)

會員繳交之會費；
任何人士沒有指定目標的捐贈；
本會活動的盈餘；
其他基金帳戶所界定範圍以外的所有收入。

59.

任何從上述流動帳戶提款的支票必須由會長或副會長及司庫兩人聯署核實。除正常經費
開支外，額外開支每月總數如少於港幣三千元，可由會長授權動用之；惟任何超過該數
目之開支須由理事會通過方可動用。

60.

流動帳戶內之款項只可用作下列用途：
(1) 作為本會正常經費開支；
(2) 經會員大會通過之費用；
(3) 其他符合此組織章程細則規定用以推廣會務之費用。

61.

會員所捐贈或委託的基金費用必須撥入理事會指定的基金帳戶內。

62.

理事會可動用基金帳戶滾存的十分之一作為該年對本會運作之補貼，惟超出此數時必須
召開會員大會並經出席會議人員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方可動用。

63.

基金帳戶之管理，由財務委員會負責擬定計劃，經理事會通過後方可實行。

64.

基金帳戶每年所得的利息，可由理事會撥入流動帳戶作本會經費。

65.

本會所有收入或利益，只可用於推廣本會的宗旨，包括給予對本會提供服務的成員、工
作人員或僱員等合理及恰當的酬金，而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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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本會財政年度由每年四月一日起至下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67.

司庫需於每年會員大會舉行前最少十五天編造年結，呈交監察小組審核後提交會員大會
通過。

68.

理事會須就以下列項目安排備存妥善的帳簿：
(1) 本會一切收支款項；
(2) 本會一切貨品的銷售及購買；
(3) 本會的資產和負債。

69.

帳簿須備存於理事會認為合適的地點，並且須經常公開讓理事查閱。

70.

核數師的委任及其職責的規管，須按照本條例的規定進行。
附則

71.

本會須經由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並須得出席全體會員過半數贊成方可解散。本
會解散後，一切剩餘資產必須全數轉贈母校或其他本港慈善機構。

72.

本會會章如有任何修改，須經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 並呈交公司註冊官後方可
行。

尹德勝

梁小芸
修訂於 2015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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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大廈10字樓

香港鰂魚涌康怡花園B座1414室

董事長

政務主任

李劍榮

麥淑卿

九龍美孚新村百老滙街6號12字樓C室

九龍龍圃道11號帝庭豪園5座10字樓B室

教育從業人員(退休)

教育從業人員(退休)

古倩儀

陳聰慧

香港太古城道4號洞庭閣地下A室

香港北角英皇道318-328號恒英大廈12字樓1204室

鐵路系統專家

銷售及市場部經理

林君宜

陳啟昌

香港北角英皇道193-209號英皇中心3字樓D室

香港北角和富中心10座10字樓B室

大學生

經理

張若蝶

楊向杰

香港北角雲景道50號慧景園A座6字樓2號室

香港淺水灣道56號13號房

社工

新駿有限公司主席

陳民耀

吳自豪

香港北角港運城2座16字樓D室

九龍九龍灣宏光道1號億京中心B座22字樓F室

公務員

商人

二零一三年二月八日

上述簽署的見證人，
區錦源
律師
香港干諾道中 33 號亞洲大廈 6 字樓

修訂於 2015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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