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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仲裁委員會
職權範圍章
第一章
1.1

目的
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為「仲委會」，英文名稱為「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Arbitration Committee」
，乃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內唯一之仲裁
機關，負責本會一切仲裁及詮釋事宜。

第二章
2.1

定義
於本職權範圍章內，除有明確指定，否則將根據以下之解釋：

｛任命｝
：

根據學生會會章 9.3.3，9.5.1.2 及 9.5.2.1，由首席仲裁
員對仲裁員之任命；或對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
會內部職位之任命。

｛仲裁會議｝：

解釋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之常務仲裁會議
及非常務仲裁會議。

｛常務會議｝：

解釋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 9.5.1 之常務仲裁會議。

｛非常務會議｝：

解釋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 9.5.2 之非常務仲裁會
議。

｛行政會議｝：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之行政會議。

｛非常行政會議｝：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之非常行政會議。
｛仲裁案件｝
：

解釋為由仲裁會議處理之仲裁申請。

｛裁決｝
：

解釋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會議之議決。

｛糾紛｝
：

是由甲方的要求或聲言被乙方無理拒絕而不被甲方接
納，任何一方可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對是次糾
紛提出仲裁申請。

｛會章｝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

｛本章則｝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之職權範圍章。

｛行政指引｝：

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於行政會議中制定之
行政指引。

｛本會｝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幹事會｝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幹事會。

｛評議會｝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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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委員會｝：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行政委員會。

｛秘書處｝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秘書處。

｛仲裁員｝
：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 9.3 由評議會核准任命之
仲裁員。

｛涉案者｝
：

仲裁會議之控辯雙方代表、證人及其他涉及事件之個人
或團體。

2.2

如在合適的情況下，香港法例之釋義及通則條例(Cap.1)，可用作詮釋本章則之內容。

2.3

本章則為仲委會所引用。

2.4

有關仲委會及仲裁會議的程序，將會受本章則所影響。

2.5

評議會須根據本章則之精神執行本會會章 9.7.3。

2.6

本章則須先於行政會議內通過，再交由評議會審核，方可生效。

第三章

權責

3.1

處理本會內之一切糾紛及投訴；

3.2

詮釋本會會章及會章附則；

3.3

詮釋所有評議會之決議；

3.4

詮釋幹事會所制定之規條；

3.5

有權宣佈違反本會會章之評議會決議及幹事會所制定之規例為無效；

3.6

有權宣佈違反本會會章召開之聯席會議為無效;

3.7

處理有關全民投票及有關選舉結果之投訴；

3.8

處理會員之處分；

3.9

仲委會之決議須以本會會章為最高之依據；

3.10 仲委會之決定不能推翻聯席會議決議及沒有違反本會會章之評議會議決；
第四章

司法權

4.1

仲委會為學生會之獨立仲裁機關，負責學生會一切仲裁及詮釋事宜。

4.2

除本章則 4.3 之限制外，仲裁會議將可引用會章及本章則所授予之司法權及其權責。

4.3

如仲裁會議認為某仲裁案件涉嫌觸犯香港法例。仲裁會將不會再處理該仲裁案件。

4.4

當該仲裁案件所涉及之範圍超越仲委會之權力的情況下，仲裁會議可決定將該仲裁案件
轉介給合適之組織處理。

第五章
5.1

常設行政部門
仲委會轄下之結構
5.1.1

行政委員會；

5.1.2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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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成員

6.1

首席仲裁員一名。

6.2

秘書長一名。

6.3

其他仲裁員。

6.4

所有成員需根據會章 9.3 產生。

第七章

首席仲裁員

7.1

根據會章 9.3.3 產生。

7.2

負責處理仲委會之一切內外事務。

7.3

除常務會議外，負責召開及主持所有仲委會之會議。

7.4

確認及簽署仲委會內一切議決。

7.5

首席仲裁員可批准或否決仲裁員參與有關仲裁會議之遴選資格。

7.6

根據會章 9.3.2.2 委任之仲裁員不可被委任為首席仲裁員。

第八章

秘書長

8.1

負責仲委會內部文件處理，及所有文件之保存工作。

8.2

負責管理秘書處內一切事務。

8.3

審閱及簽署所有仲委會之會議紀錄。

8.4

根據本章則 10.4 產生。

8.5

收取仲裁申請書。

8.6

簽發仲裁通知書。

8.7

根據會章 9.3.2.2 委任之仲裁員不可被委任為秘書長。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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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員

9.1

仲裁員須根據會章 9.3.2 任命通過。

9.2

於仲裁會議中，負責處理仲裁案件。

9.3

仲裁員之遺憾及不信任議案須由最少三分二之仲裁員於行政會議上通過方可向評議會
提出該議案。

第十章

行政委員會

10.1 定義：行政委員會乃仲委會轄下的行政組織，負責處理仲委會日常行政運作，包括向行
政會議提交仲委會工作計劃、仲委會全年財政支出預算、行政委員會之工作報告及本章
則與行政指引之修改草擬書。
10.2 成員
10.2.1 主席(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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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秘書(一名)；
10.2.3 財務委員(一名)；
10.2.4 行政委員(四名)。
10.3 成員職責：
10.3.1 首席仲裁員乃行政委員會之當然主席，負責處理行政委員會內之一切事務及主持
有關會議；
10.3.2 秘書長乃行政委員會之當然秘書，負責處理行政委員會內之紀錄、檔案、函件來
往及其他日常文書工作；
10.3.3 財務委員負責管理仲委會之財務工作，擬定財政報告及財政支出預算，並須提交
行政會議上通過；
10.3.4 行政委員負責仲委會內一切宣傳工作，包括介紹仲委會工作；介紹投訴程序及工
作報告；準備一切有關資料供候任仲裁員取閱；及根據本章則 10.6.3 於首席仲
裁員職位懸空時，必須由全部之行政委員內委任其中一名為非常務會議之臨時主
席。
10.4 任命
10.4.1 任命資格
10.4.1.1 行政委員會內各職位須由仲裁員擔任。
10.4.2 提名及任命
10.4.2.1 各職位須由已核准任命之仲裁員於每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中提名及通過。
10.4.2.2 首席仲裁員須根據會章 9.3.3 之程序任命，並於每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上
得到最少三分之二贊成票數方能通過。
10.4.2.3 秘書長須由最少三分之二已被核准任命之仲裁員互選產生。
10.4.2.4 行政委員須由多於二分之一已被核准任命之仲裁員互選產生。
10.5 任期
10.5.1 各職位之任期應由上任起至翌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完結為止。
10.6 懸空
10.6.1 於首席仲裁員職位懸空時，必須根據會章 9.3.4 於十四天內召開非常行政會議互
選合資格成員填補空缺。
10.6.2 於首席仲裁員職位懸空時，其權責必須由全部行政委員同意下方可行使。
10.6.3 於首席仲裁員職位懸空時，必須由全部之行政委員內委任其中一名為非常務會議
之臨時主席。
10.6.4 於秘書長、財務委員或行政委員之職位懸空時，必須於十四天內召開非常行政會
議，互選合資格成員填補空缺。
10.6.5 於秘書長職位懸空期內，其權責必須由全部行政委員同意下，方可行使。
10.6.6 如仲委會人數不足七人時，所有仲裁員均能處理仲委會內一切行政事務。
10.7 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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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首席仲裁員須由：最少五分四已被核準任命之仲裁員之聯署聲明；或於行政會議
上最少三分二與會人仕通過並提交評議會作動議通過，方能罷免。
10.7.2 其他職位之罷免須由：最少五分四已被核準任命之仲裁員之聯署聲明；或於行政
會議上最少三分二與會人仕通過並提交評議會作動議通過，方能罷免。
10.7.3 以上罷免程序，並非罷免其仲裁員之職務。
10.7.4 罷免議案須於行政會議召開前五天以書面通知首席仲裁員列入該次行政會議議
程。
第十一章 秘書處
11.1 定義：秘書處乃仲委會轄下檔案系統管理及文件處理組織，兼負一般資訊發佈工作。
11.2 權責：
11.2.1 準備仲委會會內一切會議議程、會議紀錄、及各會議文件；
11.2.2 安排仲裁期間的文件往來；
11.2.3 聯絡原告及被告有關訴訟之事宜；
11.2.4 執行仲委會會內文件保存工作；
11.2.5 安排場地及物資供仲委會日常行政及仲裁會議之用；
11.2.6 協助處理仲裁會議之文件；
11.2.7 向基本會員提供有關仲委會的一般資訊；
11.2.8 接收仲裁申請書。
11.3 成員
11.3.1 秘書長一名
11.3.1.1 根據本章則 10.4 產生。
11.3.1.2 權責：
11.3.1.2.1 負責仲委會內部文件之處理，及所有文件之保存工作；
11.3.1.2.2 協調秘書處的運作；
11.3.1.2.3 負責秘書處內一切往來文件之核實；
11.3.1.2.4 審核仲裁申請書，並委任秘書跟進。
11.3.2 秘書處委員多名
11.3.2.1 產生：秘書處委員須為本會基本會員，且在本會幹事會、評議會或編輯委
員會上沒有職位，方能由仲裁員提名，並於仲委會行政會議中任命。
11.3.2.2 權責：
11.3.2.2.1 協助秘書長處理仲委會內部文件，及所有文件之保存工作；
11.3.2.2.2 擔任仲裁會議之秘書，並負責仲裁會議之一切文書處理工作。
11.4 任期：
11.4.1 秘書長之任期由上任起至翌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止；
11.4.2 秘書處委員的任期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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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1 秘書處委員之任期由上任起至翌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止；
11.4.2.2 秘書處委員辭職；
11.4.2.3 因違反本會會章或本章則、或失職而被仲委會於行政會議中辭退職務。
11.5 辭職：
11.5.1 秘書處委員之辭職，須於行政會議前七天以書面形式通知秘書長；
11.5.2 如行政會議投票時有超過三分之二與會仲裁員贊成有關議案，秘書處成員之辭職
有效；
11.5.3 秘書長之辭職必須在超過五分四已被核淮的仲裁員投票，而又有超過一半有效票
數贊成有關議案，秘書長之辭職方可生效；
11.5.4 所有辭職之成員須出席處理其辭職事宜之行政會議。
11.6 職位懸空：
11.6.1 如秘書長之職位懸空，仲委會須根據本章則 10.4 選舉秘書長之方法，於十四天
內選出新任秘書長；
11.6.2 如沒有秘書處委員，則秘書長可暫代秘書處委員之職責，但不包括本章則
11.3.2.2 所規定；
11.6.3 如仲裁會議秘書職位懸空，則由該仲裁會議之仲裁員中選出一名臨時秘書，負責
該次會議紀錄。
第十二章 會議
12.1 仲裁會議
12.1.1 會議之召開
12.1.1.1 常務仲裁會議
12.1.1.1.1 在任何會員或本會轄下組織之書面要求下，可召開常務仲裁會議。
12.1.1.1.2 首席仲裁員須於提出要求後五天內召開常務仲裁會議，並委派三名
或五名仲裁員主持會議，其中一人為該會之主席；
12.1.1.1.3 會議與續會及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之通告須於會議前三天張貼
於本會佈告版。
12.1.1.2 非常務仲裁會議
12.1.1.2.1 如需詮釋本會會章及附則，或處理有關全民投票及有關選舉結果之
投訴，或處理其他有關本會整體事務之爭議，首席仲裁員須召開非常
務仲裁會議，並委派六名仲裁員出席會議，首席仲裁員為該會議之主
席；
12.1.1.2.2 會議通知須於會議前五天張貼於本會佈告版；
12.1.1.2.3 續會及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之通告須於會議前三天張貼於本會
佈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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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會議須根據仲裁程序附則之規定進行。
12.2 行政會議
12.2.1 首席仲裁員須於每個月召開一次行政會議。
12.2.2 行政會議與續會及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之通告及議程須於行政會議前三天
張貼於仲委會內部報告板。
12.2.3 首席仲裁員須於第一次行政會議中討論及通過該年度所有行政會議之召開日期。
12.2.4 當首席仲裁員缺席行政會議時，行政會議主席將由與會仲裁員中選出。
12.2.5 當秘書長缺席行政會議時，行政會議秘書將從與會仲裁員中選出。
12.2.6 行政會議法定人數：
12.2.6.1 行政會議法定人數為所有仲裁員之半數或以上，若仲裁員之人數不足十人，
則須全部出席；
12.2.6.2 行政會議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仍不足法定人數，主席得宣佈休會，
並須於休會後七天內再行召開；
12.2.6.3 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不論人數多寡，亦可
合法召開。
12.2.7 除本章則及行政指引另有規定者外，一般議案均採取一人一票的簡單多票制形式
來進行表決。
12.2.8 仲委會可於任何會議中通過，成立及授權一個或以上之組織，處理非仲裁或非詮
釋之指定事項，並須於下月行政會議匯報。
12.2.9 行政會議議程須由首席仲裁員擬定。
12.2.10 除罷免及辭職議案外，仲裁員可於行政會議上向主席即時提出議案。
12.2.11 會議紀錄須於下一個月之行政會議前三天張貼於仲委會內部報告板，並於下次行
政會議中確認。
12.3 非常行政會議
12.3.1 非常行政會議之召開，須經由三名仲裁員以書面或由首席仲裁員要求下召開。
12.3.2 非常行政會議之通告及議程須於非常行政會議前四十八小時內以個別方式通知
全體仲裁員；續會及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之通告及議程須於下次續會前二十
四小時內以個別方式通知全體仲裁員。
12.3.3 非常行政會議時當首席仲裁員缺席時，非常行政會議主席將由與會仲裁員中選
出。
12.3.4 非常行政會議時當秘書長缺席時，非常行政會議秘書將由與會仲裁員中選出。
12.3.5 非常行政會議法定人數：
12.3.5.1 非常行政會議法定人數為所有仲裁員之半數或以上，若仲裁員之人數不足
十人，則須全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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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2 非常行政會議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仍不足法定人數，主席得宣佈休
會，並須於休會後四十八小時內再行召開；
12.3.5.3 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不論人數多寡，亦可
合法召開。
12.3.6 除本章則及行政指引另有規定者外，一般議案均採取一人一票的簡單多票制形式
來進行表決。
12.3.7 首席仲裁員須根據本章則 12.3.1 之要求由擬定非常行政會議議程。
12.3.8 非常行政會議會議紀錄須於是次會議結束後十天內張貼於仲委會內部報告板，並
於下次行政會議中確認。
第十三章 委任及成立臨時組織
13.1 仲委會可於任何會議中通過，成立及授權一個或以上之臨時組織，處理非仲裁或非詮釋
之指定事項，並須於下個會議上匯報。
13.2 臨時組織可包括仲委會內外一切人仕，但須經過該會議通過。
13.3 臨時組織之工作範圍須由該會議制定。
第十四章 會章及會章附則詮釋
14.1 當有基本會員要求詮釋會章及本會會章附則時，須以非常務會議處理。
14.2 非常務會議之詮釋須尊重立法原意，以制訂或修改有關條文之文件作主要參考。
14.3 有需要時可邀請參與制訂或修改有關條文之人士出席會議提供意見，但非常務會議可自
行決定是否採納其意見。
14.4 除臨時仲裁會議之詮釋及其裁決覆核外，所有詮釋均為本會之最終詮釋。
第十五章 執行裁決通知書
15.1 仲委會之一切裁決為本會之最終裁決。
15.2 涉案者須服從仲委會之一切裁決。縱使對裁決要求任何形式之裁決覆核申請，涉案者須
即時履行裁決之決定。
15.3 涉案者若於合理時間內未能履行裁決之決定，仲委會可就此向評議會提出對有關人士之
不信任議案，嚴重者仲委會有權根據會章 17.2.2 開除其會員會籍。
第十六章 內部處分
16.1 如仲委會成員違反本章則及行政指引，均須接受內部處分。
16.2 內部處分的方式及執行皆由行政會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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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仲裁委員會
仲裁守則(程序指引)
第一章 目的
1.1

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為「仲委會」，英文名稱為「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Arbitration Committee」
，乃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內唯一之仲裁
機關，負責本會一切仲裁及詮釋事宜。

第二章
2.1

定義
於本仲裁守則內，除有明確指定，否則將根據以下之解釋：

｛委派｝
：

根據學生會會章 9.3.3，9.5.1.2 及 9.5.2.1，由首席仲裁
員對仲裁員之委派；或對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
會內部職位之委派。

｛仲裁會議｝：

解釋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之常務仲裁會議
及非常務仲裁會議。

｛常務會議｝：

解釋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 9.5.1 之常務仲裁會議。

｛非常務會議｝：

解釋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 9.5.2 之非常務仲裁會
議。

｛行政會議｝：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之行政會議。

｛非常行政會議｝：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之非常行政會議。
｛仲裁案件｝：

解釋為由仲裁會議處理之仲裁申請。

｛裁決｝
：

解釋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會議之議決。

｛會章｝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

｛本守則｝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仲裁守則(程序指引)。

｛附則｝
：

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於行政會議中制定之
附則。

｛本會｝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幹事會｝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幹事會。

｛評議會｝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行政委員會｝：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行政委員會。

｛秘書處｝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仲裁委員會秘書處。

｛仲裁員｝
：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章 9.3 由評議會核准任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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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員。
｛涉案者｝
：

仲裁會議之控辯雙方代表、證人及其他涉及事件之個人
或團體。

2.2

如在合適的情況下，香港法例之釋義及通則條例(Cap.1)，可用作詮釋本守則之內容。

2.3

本守則為仲委會所引用。

2.4

有關仲委會及仲裁會議的程序，將會受本守則所影響。

2.5

評議會須根據本守則之精神執行本會會章 9.7.3。

2.6

本守則須先於行政會議修改，再交由評議會審核，方可通過。

第三章 仲裁申請
3.1

申請仲裁的一方可將仲裁申請書投入仲委會之信箱、或親身與秘書處聯絡。

3.2

秘書處需兩天內把仲裁申請書撰寫為仲裁通知書，並通知首席仲裁員進行處理。

3.3

仲裁申請人需於仲裁申請書內列出所要求處理的仲裁案件。

3.4

仲裁申請書內需列明以下事項：
3.4.1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的稱謂或身份；

3.4.2

投訴人之學生編號，若投訴人為學生組織時需有其代表之學生編號；

3.4.3

註明仲裁事項；

3.4.4

投訴人對仲裁事項之陳述及申請原因；

3.4.5

投訴人之合理要求；

3.4.6

投訴人之簽名，若投訴人為學生組織時需有該組織之印鑑，

3.4.7

仲裁申請書發出日期；

3.5

任何可協助成立仲裁申請之有關文件、資料及證人需向秘書處申報。

3.6

一般情況下，提出指控的一方有舉證的責任。

3.7

秘書處需將仲裁通知書、證人申報書、證物申報書、附帶文件及資料的影印本交予被投
訴人以取答覆。
3.7.1

若被投訴人同意該仲裁案件並接納投訴人之要求，被投訴人需於收到仲裁通知書
三日內到本會秘書處登記。秘書處收到有關登記後，便會通知投訴人，而本會將
不會發出任何命令或裁決。

3.7.2

若被投訴人同意仲裁案件，但不接納投訴人之要求，被投訴人需於收到仲裁通知
書三日內向本會秘書處提交反建議，本會將在仲裁會議中考慮有關建議。

3.7.3

若被投訴人不同意該仲裁案件，被投訴人需於收到仲裁通知書三日內到，向仲委
會提交辯辭及有關文件。被投訴人亦可向秘書處提出延期提交辯辭及有關文件之
申請，但需經秘書處之批准。如被投訴人未有在有效日期內作出答覆，秘書處需
通知首席仲裁員並依本守則繼續處理。

3.7.4

如被投訴人不理會該宗仲裁案件，並缺席首次聆訊，只要證據齊備並已把仲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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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書送達被投訴人，投訴人便可以申請在被投訴人缺席之情況下單方面召開仲裁
會議。
3.8

投訴人有權向秘書處索取被投訴人的辯辭及附帶文件之影印本。

3.9

在收到仲裁申請書後，仲裁委員會可以隨時把不適合在仲裁委員會處理的投訴或糾紛，
移交相關機構處理。

第四章
4.1

附加指控之申請
在首次仲裁會議召開一小時前，任何一方均可要求對該仲裁案件作進一步之指控，而是
項要求需根據本守則第三章之程序進行申請。

4.2

在首次仲裁會議召開前一小時之內，仲委會將不接受任何一方對該仲裁案件之附加指控。

4.3

當遇上附加指控之要求時，首次仲裁會議得宣佈休會，直至該附加指控根據本守則申請
程序完成為止。

4.4

當附加指控之申請完成時，仲裁會議需召開續會處理其仲裁案件。

4.5

仲裁案件之指控只可附加，不可修改或刪減。

4.6

仲裁案件之任何附加要求需與附加指控一併提出。

第五章
5.1

仲裁員之委派
仲裁委員會需於每年度之首次例會中討論及通過仲裁員之遴選程序，而通過之遴選程序
需以公平、公正為原則。

5.2

首席仲裁員需於收到仲裁申請書後五天內，根據會章、本守則及附則，委派仲裁員召開
仲裁會議處理。

5.3

首席仲裁員需要求秘書處通知全體仲裁員填寫仲裁員身份申報書。

5.4

仲裁員身份申報書內，需列明仲裁員之身份、背景及與該項仲裁案件之關係，並根據仲
裁員身份申報附則進行申報。

5.5

首席仲裁員在委派時，需考慮個別仲裁員之身份、背景及與該項仲裁案件有否存在或潛
在衝突。

5.6

首席仲裁員可批准或否決個別仲裁員參與該項仲裁會議之遴選資格。

5.7

首席仲裁員委派仲裁會議之仲裁員之方式：

5.8

5.7.1

基本資料為仲裁員之姓名，學生編號首六個數字及就讀之學系﹔

5.7.2

秘書處需將仲裁員身份申報書交予首席仲裁員批核；

5.7.3

經首席仲裁員委派之仲裁員方有資格參與仲裁會議；

5.7.4

經遴選程序產生之仲裁員需由首席仲裁員作最後守；

5.7.5

仲裁員有權要求首席仲裁員解釋否決其參與該次仲裁會議之資格的原因。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有權索取被委派之仲裁員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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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仲裁員之質疑
在合理懷疑之情況下，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可質疑被委派之仲裁員之身份、公正及獨
立性。

6.2

當被委派之仲裁員被發現有不合法、不屬實行為、或未能對該仲裁會議作出合理裁決時，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均可根據本守則對該仲裁員提出質疑。

6.3

如任何一方對仲裁會議所委派之仲裁員提出質疑，必需於首次仲裁會議中或之前提出。

6.4

如任何一方提出對仲裁會議所委派之仲裁員提出質疑，必需通知另一方、被質疑之仲裁
員、秘書處及首席仲裁員，並以書面形式詳細列明原因。

6.5

當收到對被委派之仲裁員的質疑時，仲裁會議必需休會，待首席仲裁員處理。

6.6

當甲方向一位或多位被委派之仲裁員提出質疑時，如若乙方同意其質疑。首席仲裁員需
根據本守則第五章重新進行委派，更換被委派之仲裁員。
6.6.1

6.7

如乙方不同意該質疑需交由首席仲裁員作最後決定。

被質疑之仲裁員亦可在收到通知後選擇辭去被委派之職務，並根據本守則第五章重新進
行委派。

6.8

即使在雙方同意下或該仲裁員自願辭去委派，並不代表該質疑有效。

6.9

如首席仲裁員接受該質疑，需根據本守則第五章重新進行委派，以更換被質疑之仲裁員。

第七章
7.1

仲裁員之更換
除根據本守則第六章規定外，當遇到被委派之仲裁員於仲裁會議期間未能繼續其職務，
如健康出現問題、突然死亡或辭職時，首席仲裁員需根據本守則第五章重新進行委派，
以作替換。

第八章
8.1

同時聆訊一件或以上之仲裁案件
如兩個或以上之仲裁案件申請與同一個仲裁案件是全部或大部份有關時，仲裁會議可將
有關之所有仲裁案件於同一個會議上處理，但需得到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同意，方可進行。
如被投訴人不理會該仲裁案件，仲委會將依本守則 3.7.4 繼續處理。

8.2

如仲委會將兩個或以上之仲裁案件於同一個會議上處理，需就個別仲裁會議宣佈獨立的
結果或意向。如仲裁會議認為是次多個仲裁案件適合宣佈一個綜合的結果或意向時，需
徵求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同意，方可宣佈。

第九章

首次仲裁會議

9.1

仲裁會議可決定於任何時間或地點就仲裁案件進行聆訊。

9.2

仲裁會議亦可於適當時間接受任何一方對聆訊之延期申請，將首次仲裁會議之日期延至
要求之指定日期。

9.3

首次會議及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之通告需於會議前三天張貼於本會佈告板。

9.4

涉案人一般不可由律師代表，必需親自出席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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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涉案人為學生組織時，必需派出其代表，並需獲得仲裁會議許可，但仲裁會議有權拒
絕給予許可，而其代表亦可成為仲裁過程中之證人。

9.6

任何一方可於仲裁過程中更換其代表，有關更換需獲得仲裁會議許可，但仲裁會議有權
拒絕給予許可。

9.7

當仲裁案件中之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均親自出席或其代表出席首次仲裁會議，或仲裁會議
認為適合的話，可開始進行聆訊。
9.7.1

如投訴人不出席首次聆訊，仲裁會議可決定將仲裁案件剔除。

9.7.2

如被投訴人不出席首次聆訊，而仲裁通知書看來已經妥為送達，仲裁會議便可核
實案件內容，假如證據充分，便可作缺席判決，判被投訴人敗訴。

9.7.2.1

如仲裁通知書並未妥為送達被投訴人，仲裁會議需宣佈休會，並指示以其
他方式送達仲裁通知書。

第十章

聆訊程序

10.1 於開始聆訊時，仲裁會議將與雙方會見，處理初步事宜，包括
10.1.1 協助達成和解；
10.1.2 把案件歸類為抗辯案件或不抗辯案件；
10.1.3 在雙方無法達成和解時，找出主要的爭議點；
10.1.4 向投訴人及被投訴人解釋有關仲裁會議的程序；及
10.1.5 回答雙方對仲裁會議程序的提問；
10.2 仲裁會議有責任嘗試調解糾紛。如果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同意和解，仲裁會議便會作
出終止仲裁之命令，並把作出之書面命令送交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
10.3 於聆訊時，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均有機會
10.3.1 對仲裁案件作出陳述；
10.3.2 向自己和對方的證人發問；
10.3.3 於全部證人作證完畢後，作結案陳詞。
10.4 仲裁會議有權決定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及其証人之作供次序。
10.5 仲裁會議有權要求投訴人或被投訴人將其論據及講詞以書面形式交給仲裁會議及另一
方。被要求的一方可就其意願以口述形式對其提交之文件作增加或減少，唯增加或減少
後仍需保留其論據及講詞之原意。
10.6 在仲裁會議開始聆訊後，如投訴人及被投訴人任何一方於會議進行中離席，仲裁會議將
如期進行聆訊。
10.7 仲裁會議於聆訊完結時，必需宣布休會，並以閉門形式討論裁決。
10.8 仲裁會議進行中，投訴人或被投訴人均可向仲裁會議提供在仲裁會議開始前未能提供之
證據及證人，但仲裁會議有權拒絕接納該證據及證人。
第十一章

仲裁會議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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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當仲裁會議之聆訊完結及經考慮有關證據後，仲裁會議需準備宣佈裁決及發表裁決通知
書。
11.2 仲裁會議之成員在作出裁決時，需進行閉門會議方可宣佈裁決，但無需即時作出裁決之
解釋及提交裁決通知書。
11.3 如爭議點較為複雜，仲裁會議可押後宣判。假如仲裁會議認為雙方須提供進一步證據，
便會押後聆訊。
11.4 裁決需得三分二或以上之仲裁員贊成，每位仲裁員必需表態，若投票結果過半數贊成而
不足三分之二，仲裁員需重新考慮其意向。
11.5 若仲裁員於重新投票後贊成票數仍不足三分之二時，需宣布投訴人敗訴 。
11.6 仲裁會議需於宣佈裁決後以裁決通知書之形式通知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及公開發表。
11.7 裁決通知書的發表日期需於仲裁會議上決定。
11.8 仲裁會議必需於裁決通知書上陳述全部裁決的原因及解釋。
11.9 投訴人或被投訴人可要求詳細解釋裁決通知書內任何部份，但必需以書面列明要求解釋
之內容及目的。
11.10
第十二章

裁決通知書將保存至少三年作日後仲裁會議參考之用。
會章及會章附則詮釋

12.1 當有會員要求詮釋會章及本會會章附則時，需以非常務會議處理。
12.2 非常務會議之詮釋需尊重立法原意，以制訂或修改有關條文之文件作主要參考。
12.3 有需要時可邀請參與制訂或修改有關條文之人士出席會議提供意見，但非常務會議可自
行決定是否採納其意見。
12.4 所有非仲委會會議之詮釋，如臨時仲裁會議及處理裁決覆核之聯席會議或全民大會之詮
釋，均不會為本會之最終詮釋。
第十三章

裁決覆核

13.1 投訴人或被投訴人需於收到裁決通知書後七天內根據會章 9.6 對仲裁會議之議決提出
裁決覆核。
13.2 裁決覆核申請書內需列明以下事項：
13.2.1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的全名及身份；
13.2.2 投訴人對案件之陳述；
13.2.3 要求覆核者需要覆核裁決之理由；
13.2.4 任何可協助成立覆核的有關文件及資料；
13.2.5 申請覆核者的要求。
13.3 當收到裁決覆核申請書後五天內，秘書處需審核裁決覆核申請書，並交首席仲裁員處理，
首席仲裁員有權決定給予或拒絕給予覆核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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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若首席仲裁員決定給予裁決覆核許可，首席仲裁員需委派三名或五名仲裁員主持覆核仲
裁會議會議，其中一人為該會議之主席，並召開覆核仲裁會議；
13.5 若首席仲裁員拒絕給予裁決覆核許可，申請覆核者有權要求首席仲裁員解釋否決其裁決
覆核之申請的原因。
13.6 要求覆核者需根據下列理由方可提出裁決覆核申請：
13.6.1 可提供仲裁會議過期間未能提供之證據，又相信該證據將影響裁決結果；或
13.6.2 仲裁會議過程中有明顯的程序錯誤；或
13.6.3 一位或以上的仲裁員於是次會議中違反操守或存有偏見；或
13.6.4 其他由仲委會允許之覆核理由。
13.7 仲裁會議作裁決覆核時，無需受仲裁會議首次仲裁會議時已認定的事實約束。
13.8 如投訴人或被投訴人不滿覆核結果，可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上訴。
13.9 如在裁決覆核後，仍因會章 9.6 之原因需要覆核，則需交由全民大會或聯席會議進行覆
核。
13.10
第十四章

會議與續會及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之通告需於會議前三天張貼於本會佈告板。
上訴

14.1 投訴人或被投訴人需於收到仲裁通知書後七天內向仲委會書面提出上訴。
14.2 上訴申請書內需列明以下事項：
14.2.1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的全名及身份；
14.2.2 投訴人對案件之陳述；
14.3 要求上訴者需根據下列理由方可提出上訴申請︰
14.3.1 涉及有關法律理據的問題；或
14.3.2 其他由仲委會允許之上訴理由。
14.4 當收到上訴申請書後五天內，秘書處需審核上訴申請書，由首席仲裁員委派三名或五名
仲裁員主持上訴仲裁會議會議，其中一人為該會議之主席，並召開上訴仲裁會議；
14.5 仲裁會議在處理上訴時，無權推翻或更改首次仲裁會議就事實作出的裁定。
14.6 仲裁會議於上訴時不會接納由投訴人或被投訴人提供之新的證據。
14.7 如投訴人或被投訴人不滿上訴結果，可向仲裁委員會申請終審上訴。
14.8 會議與續會及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之通告需於會議前三天張貼於本會佈告板。
第十五章

終審上訴

15.1 投訴人或被投訴人需於收到上訴仲裁會議之仲裁通知書後七天內書面向仲委會提出終
審上訴。
15.2 終審上訴申請書內需列明以下事項：
15.2.1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的全名及身份；
15.2.2 投訴人對案件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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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要求終審上訴者需根據下列理由方可提出終審上訴申請︰
15.3.1 涉及有關法律理據的問題；或
15.3.2 其他由仲委會允許之上訴理由。
15.4 當收到終審上訴申請書後五天內，秘書處需審核終審上訴申請書，由首席仲裁員委派四
名仲裁員出席會議，而首席仲裁員則為終審仲裁會議之主席，並召開終審仲裁會議。
15.5 仲裁會議在處理終審上訴時，無權推翻或更改首次或上訴仲裁會議就事實作出的裁定。
15.6 仲裁會議於終審上訴時不會接納由投訴人或被投訴人提供之新的證據。
15.7 終審仲裁會議之議決為本會之最終裁決。
15.8 會議與續會及經休會後再行召開之續會之通告需於會議前三天張貼於本會佈告板。
第十六章

和解及其他理由導致終止仲裁會議

16.1 如果在仲裁會議期間，雙方同意和解，仲裁會議可以發出終止仲裁會議的命令。如果在
雙方及仲裁會議同意之情況下，可以把和解當作仲裁會議的決定，並不需要附上任何理
由。
16.2 如果在仲裁會議過程中，繼續聆訊已變得不需要或不可能達至任何結果時，仲裁會議可
向雙方提出終止聆訊。除非其中一方可提出足夠理由作出反對，否則仲裁會議有權終止
聆訊。
16.3 終止仲裁會議決定或和解決定之通知書，由參與仲裁會議的仲裁員簽名，並由秘書處派
發給雙方。
第十七章

執行裁決通知書

17.1 如仲委會在限期前沒有接受任何關於本守則 13.1，14.1，及 15.1 之申請，仲委會之一
切裁決為本會之最終裁決。涉案者需服從仲委會之一切裁決。
17.2 一切裁決覆核申請必需根據本守則第十一章進行。如仲委會在限期前接受任何關於本守
則 13.1，14.1，及 15.1 之申請，仲委會裁決必須暫緩執行。
17.3 涉案者若於合理時間內未能履行裁決之決定，仲委會有權開除其會員會籍或將有關案件
轉交評議會處理。
第十八章

內部處分

18.1 如仲委會成員違反本守則及附則，均需接受內部處分。
18.2 內部處分的方式及執行皆由仲裁委員會行政會議決定。
第十九章

一般仲裁的依據

19.1 一切糾紛及投訴如無清楚地於本守則及附則列明，仲委會可依照會章之精神或適用之
條例作裁決，其裁決需基於公平、公正、合理及不存成見之情況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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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仲裁員簡易委任程序
1 總綱：
1.1 仲裁員簡易委任程序﹙下稱本附則﹚乃屬於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下稱本
會) 會章 19.5 之會章附則。本附則之修改，須於評議會會議上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參與
投票之與會評議員投票贊成，方可修改本附則。
1.2 本附則乃根據本會會章 9.3.2.2 所制定。本附則之設立除了讓學科聯會能以簡化之程序
提名代表其學科聯會之基本會員出任仲裁員外，亦可確保仲裁委員會中有一定數量之仲
裁員運作。
2 委任程序：
2.1 根據本會會章 9.3.2.2.1，各學科聯會需於上任後七天內根據本附則 2.2 之規定向本會
評議會提名一名該會之基本會員出任仲裁員。
2.2 被提名之基本會員﹙下稱被提名者﹚必須乎合以下所有條件:
2.2.1 自願接受提名並事前獲該學科聯會通知；
2.2.2 被提名時該被提名者並沒有擔任任何本會組織之職務；
2.2.3 過往沒有出任本會評議會評議員、本會幹事會成員、本會編輯委員會普選成員；
2.2.4 過往並沒有被本會內任何組織通過遺憾或不信任議案。
2.3 如本會評議會發現被提名者未能乎合本附則 2.2 所規定之條件，本會評議會可要求該學
科聯會於七天內重新提名仲裁員；
2.4 根據會章 9.3.2.2.3，本會評議會須就委任學科聯會所提名之被提名者設十四天諮詢期，
基本會員可於諮詢期內就本附則 3.1 及 3.2 之規定，以書面方式向本會評議會提出反
對委任要求；
2.5 本會評議會於接納學科聯會提名後以下列任何一種方式公開提名名單，以乎合本會會章
9.3.2.2.3 之規定:
2.5.1 將提名名單張貼於本會評議會報告板，而張貼期與諮詢期相同；
2.5.2 將提名名單以電子郵件發放予所有基本會員；
2.5.3 其他能確保所有基本會員能參閱之公開方式。
2.6 本會評議會公開名單時須同時附上本附則。
3 反對被提名者之委任程序：
3.1 基本會員可根據以下原因反對委任被提名者:
3.1.1 現正擔任任何本會組織之職務；
3.1.2 過往曾出任本會評議會評議員、本會幹事會成員、本會編輯委員會普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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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過往曾被本會內任何組織通過遺憾或不信任議案；
3.1.4 任何質疑其品格或行為操守之理由而又被本會評議會所接納。
3.2 如基本會員有實質證據證明被提名者違反 3.1 所列之規定，可於諮詢期內以書面形式向
本會評議會提出反對委任；
3.3 本會評議會於諮詢期後五天內召開非常會議一併處理所有是否接納反對要求；
3.4 本會評議會須通知提出反對之基本會員列席有關之非常會議，基本會員如未能列席該非
常會議，須向本會評議會作出書面解釋；
3.5 如本會評議會不接納基本會員未能出席該非常會議之理由，或基本會員缺席該非常會議，
該項反對要求即被視為無效；
3.6 如本會評議會接納其反對要求，須以電郵方式知會被提名者，被提名者須於七天內向本
會評議會提出覆核申請；
3.7 如本會評議會否決其反對要求，須以電郵方式知會提出反對之基本會員，提出反對之基
本會員須於七天內向本會評議會提出覆核申請；
3.8 本會評議會須召開非常會議一併處理所有覆核申請，覆核申請被否決後不得再次要求覆
核；
3.9 如本會評議會否決其反對要求或被提名者覆核成功，仲裁員之委任即告生效。
4 學科聯會之責任：
4.1 各學科聯會需根據本附則，向本會評議會提名仲裁員。如各學科聯會未能依照本附則規定
提名仲裁員，本會評議會行政委員會有權要求本會幹事會凍結該學科聯會之借用本會場地
及物資權利及凍結該學科聯會的財務戶口，直至本會評議會接納該學科聯會所提名之仲裁
員。
4.2 如任何學科聯會未能於上任後三個月內根據本附則提名仲裁員，本會評議會須召開非常會
議處理有關事宜。
4.3 如該學科聯會上任時，該學科聯會之現任仲裁員人數已達本會會章 9.3.1 所規定之最高人
數，該學科聯會可豁免向本會評議會提名仲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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