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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 –行政規則議決清單

議決內容 通過日期

就「委員會制度」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 年 8 月 8 日

就「專員制度」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 年 8 月 8 日

就「會方活動」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 年 8 月 8 日

就「青商禮儀」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就「會方收入」若干事宜的決議 2020 年 6 月 2 日

就「接載姊妹會會友產生的交通費之報銷」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 年 12 月 12 日

就「電子動議」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8 年 3 月 13 日

就「準會員」若干事宜的決議 2020 年 2 月 4 日

就「籌委會主席及成員」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 年 2 月 20 日

就「總會工作計劃籌委會主席或成員」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 年 4 月 2 日

就「會方活動收費」若干事宜的決議 (已撤銷) 2020 年 6 月 2 日

就「資深青商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 年 6 月 4 日

就「長遠發展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 年 12 月 3 日

就「月會收費」若干事宜的決議 2020 年 6 月 2 日

就「公共關係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 年 6 月 4 日

就「參議員推薦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 年 6 月 4 日

就「培訓及發展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 年 6 月 4 日

就「國際和香港總會職位」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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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一、就「委員會制度」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年 8月 8日董事局通過）

1. 海港青年商會設立以下委員會，其主席由董事局委任，委員會成員則由委員會

主席委任︰

(1) 資深青商會

(2) 長遠發展委員會

(3) 公共關係委員會

(4)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

(5) 參議員推薦委員會

2. 會長及上屆會長為委員會當然委員，上屆會長在董事局及月會報告委員會工作。

3. 委員會主席及委員任期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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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二、就「專員制度」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年 8月 8日董事局通過）

1. 海港青年商會設立專員制度，由董事局委任會員或資深會員擔任組別專員。

2. 專員應在組別擁有豐富經驗及曾經作出傑出表現，宜曾經擔任組別執行董事。

3. 在組別及組別轄下籌委會會議上︰

(1) 介紹出席嘉賓時，主席應介紹專員，次序為後於組別顧問﹔

(2) 嘉賓意見時，主席應邀請專員發表意見﹔及

(3) 拍照時，專員應就坐，次序為後於組別顧問，前於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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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三、就「會方活動」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年 8月 8日董事局通過）

1. 以海港青年商會及/或其工作計劃名義舉辦的活動，不論其執行單位為董事局、

其屬下籌委會或委員會，將視為「會方活動」。

2. 任何「會方活動」之籌辦，必須：

(1) 由董事局有關董事，定期向董事局滙報。

(2) 如該活動涉及會方收入或支出，事先擬備活動之財務預算，並以動議之

方式向董事局提出。

在通過有關財務預算前，可以宣傳「會方活動」但不應包括參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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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四、就「青商禮儀」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年 10月 10日董事局通過）

1. 於各項排位（包括活動及刊物等），依禮儀上重要性而定︰

(1) 活動上，位置中間的為禮儀上最重要人士，他的右邊（從他本人角度看）

應為次重要人士，再次重要人士應在最重要人士的左邊（從他本人角度

看），如此類推。

(2) 在會方舉辦的活動上，會長為禮儀上最重要人士，在主禮嘉賓之前。

(3) 頒贈紀念品和證書等物品時，頒贈人的右面（從他本人角度看），應為

被頒贈人。

2. 會長的歡迎辭，應置於整個活動的開始部份，及所有嘉賓致辭之前。而嘉賓致

辭的先後，禮儀上較重要人士應置於致辭的較後時段。

3. 有關服飾︰

(1) 董事局成員，應在出席青商會議時穿上制服及掛上名牌。在出席非會議

的青商活動上（例如培訓），應穿着會方襯衫。活動另有規定除外。

(2) 會方的名牌，掛在衣服的右面（從他本人角度看）。

(3) 會方的襟針及女會友的圍巾，掛在衣服的左面（從他本人角度看）。



9 海港青年商會 行政規則

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五、就「會方收入」若干事宜的決議

（2020年 6月 2日董事局通過取代原本 2020年 2月 4日董事局

通過的決議）
1. 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將會方收入存入任何非會方銀行戶口。

2. 付款方式：

(1) 如達港幣100元或以上，會方接受以下方式付款：

(甲) 存款入會方銀行戶口。

(乙) 使用會方認可的電子付款平台，存款入會方銀行戶口。

(丙) 現金支付。

(丁) 支票支付。

(2) 如少於港幣100元，會方只接受以下方式付款：

(丙) 現金支付。

(丁) 支票支付。

3. 款項處理：

(1) 對於以上 (甲) 及 (乙)的付款方式，有關組別︰

-必須要求付款人在存款收據上寫上支款人姓名及有關活動或事項，並提供該

收據予有關組別，以確認付款。

-必須收集及提供該收據予財務處。

-不應依賴財務處，以核對銀行月結單方式確認付款。

(2) 對於以上(丙) 及 (丁)

- 應盡快把該現金或支票透過財務處存入會方戶口，或可以透過協商及在財務處同意下，

直接把該現金或支票存入會方戶口。

4.此指引不適用於準會員費用收取方式，詳情請參巧行政指引八、就「準會員」若干事 議的

決議。

5. 如 (乙)的付款方式是使用PayMe Business ，有關組別的財務預算及報告，需要顯示其行

政費用 (1.2%) 支出；預算應假設全部參加者使用PayMe Business，如：
收入 支出

參加費用（35人，每人$100） $35,000

PayMe Business 行政費（$35,000 x 1.2%） $420



海港青年商會 行政規則 10

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五、就「會方收入」若干事宜的決議 (續)
（2020年 6月 2日董事局通過取代原本 2020年 2月 4日董事局

通過的決議）

表列形式，方便參巧

付款處理 <港幣$100元 ≧港幣$100元 準會員費用

(甲) 存款入會方銀行戶口 -提供收據予有關組別

-有關組別收集齊及提供

該收據予財務處

X √ 詳情請參巧

行政指引

八、就「準

會員」若干

事議的決

議。

(乙)使用會方認可的電子付款

平台，存款入會方銀行戶口
X √

(丙) 現金支付 -把該現金或支票透過財

務處存入會方戶口

-或跟財務處協商處理

√ √

(丁) 支票支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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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六、就「接載姊妹會會友產生的交通費之報銷」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7年 12月 12日董事局通過）

1. 如果會友駕駛自己的車輛接載姊妹會會友，有關達到該目的所合理產生（包括

來回住所之路程）之油費、電費、隧道及泊車費用，可以申請報銷。

2. 如果會友以的士接載姊妹會會友，該的士費用可以申請報銷。

3. 如果會友以其它交通工具接載姊妹會 會友，該為姊妹會會友代支的交通費用可

以申請報銷。

4. 申請者應提供有關路程（包括起點、各中途站及終點）及費用計算基礎（如果

沒有單據）的資料，並在監督董事簽名的確認下以實報實銷原則申請報銷。



海港青年商會 行政規則 10

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七、就「電子動議」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8年 3月 13日董事局通過）

1. 一般而言，董事局動議須在董事局會議上提出，以確保動議得到充份討論才表

決。

2. 如果董事局成員認為有需要提出電子動議（例如因為緊急），則須按照以下程

序︰

(1) 有關董事在電子動議的電郵解釋使用電子動議的原因。

(2) 董事局成員於電子動議發出後 48小時內投票。

(3) 有關董事應該統計投票結果，並通知會長和義務秘書長。

(4) 電子動議需要獲得全體董事局成員的三分之二贊成（贊成包括動議者及和議

者），才算獲得通過。

(5) 會長須於投票後在電郵宣告電子動議投票結果及是否獲得通過。

(6) 通過的電子動議須於下一次董事局會議追認。

3. 財政預算案須在義務財務長批准後才可以提出電子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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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八、就「準會員」若干事宜的決議

（2020年 2月 4日董事局通過取代 2018年 7月 10日董事局通過）

1. 青商是一個國際性非牟利的青年領袖培訓組織。會方歡迎會友介紹新朋友加入

成為準會員。

2. 成為準會員的其中一項條件，為繳交港幣 500元費用。有關程序如下︰

a. 只有董事局成員和會員事務組有權代表會方向新朋友收取準會員費用。

(只可以現金或支票支付)。
b. 收取準會員費用後，必須於下次董事局會議前，把準會員申請表格（及

相關文件）和費用交給會員事務組。

c. 會員事務組應於同一董事局會議前，把準會員姓名和費用交給財務處。

d. 於每月之董事局會議，會員事務組及財務處必須分別於書面工作報告列

出準會員清單及特別注明自上一次董事局會議後新增的準會員（該準會

員必須已經遞交申請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和費用才計算）。會員事

務組及財務處應確保他們有關準會員的報告一致。

e. 於遞交工作報告後及召開董事局會議期間新增的準會員，會員事務組及

財務處應該於董事局會議作出口頭報告以作補充。

f. 準會員參與的工作計劃監督副會長和監督董事亦應查閱該準會員的狀況

是否已經反映在會員事務組和財務處的工作報告。

g. 在該監督副會長和/或監督董事的工作報告中，由籌備籌委會（即未正式

委任）開始直至解散籌委會，應該列出籌委會的所有成員及其會員狀態，

以供董事局審閱。

h. 會員事務組於諮詢會長後，把準會員相闗文件上報總會時，會員事務組

可就有關費用向財務處要求開發支票或申請償還墊支。

3. 為協助準會員了解和明白青商的發展機會︰

a. 準會員所參加的工作計劃，監督副會長（為主）和董事（為副）應該把

握機會（特別於籌委會的發表意見議程時），向準會員介紹青商知識及

邀請出席活動，包括︰

i. 青商信條、使命和願景

ii. 青商國際、香港總會和海港的關係

iii. 海港的主要工作計劃、活動、月會、青商知識講座和探訪姊妹會

iv. 總會主要活動

b. 同時，會員事務組亦應如上向準會員介紹青商知識及邀請出席活動。

c. 工作計劃副會長（為主）和董事（為副）和會員事務組應該分別記錄和

跟進準會員是否符合入會條件﹔如果符合，應該盡快安排邀請準會員進

行董事局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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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九、就「籌委會主席及成員」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年 2月 20日董事局通過）

1. 會方歡迎會員透過籌辦工作計劃，以裝備自已以成為明日領袖為目標。

2. 成為籌委會成員的基本條件，必須為本會有效會員，要求和程序包括：

(1) 普通會員，即已繳交該年全年會費，以獲得義務財務長核實為準。

(2) 普通新會員，即在董事局面試成功後，正式成為普通會員，並繳交該年

餘下全年會費（以董事局面試成功當日始至該年 12月 31日期間，按比

例計算之餘下全年會費），以獲得會員事務組及義務財務長確認為準。

(3) 準會員，已繳交準會員費用、準會員表格及相關文件，以獲得會員事務

組及義務財務長確認為準。

(4) 在正式會議上，籌委會主席委任該名有效會員為籌委會成員。

3. 成為籌委會主席，必須為本會有效普通會員，要求和程序包括：

(1) 上述普通會員。

(2) 上述普通新會員。

(3) 組別副會長或董事，在董事局會議上提出議案，並獲董事局通過該名有

效普通會員或普通新會員成為籌委會主席，及會長宣告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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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就「總會工作計劃籌委會主席或成員」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年 4月 2日董事局通過）

1. 會方鼓勵會員參與總會工作計劃，樂於推薦會員成為其籌委會主席或成員，以

更宏觀角度服務社會、訓練自己，為成為未來領袖建立更鞏固基礎。

2. 成為總會工作計劃籌委會主席或成員的基本條件，必須為本會有效普通會員，

要求和程序包括：

(1) 有效普通會員，即已繳交該年全年會費，以獲得義務財務長核實為準。

(2) 經諮詢本會會長，本會董事局成員與有意被推薦之普通會員簡介總會工

作計劃，並得到該普通會員正面回覆。

(3) 會長與總會董事局溝通後，確認總會有意接納及接受推薦。

3. 推薦議案需要獲得董事局通過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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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一、就「會方活動收費」若干事宜的決議

（2020年 6月 2日董事局通過撤銷 2019年 4月 2日董事局通過）

1. 為鼓勵海港會員出席會方活動，及提供優惠給予已繳交會費之有效會員（包括：

普通會員、資深會員及準會員），會方活動收費可以設有「海港會員收費」及

「非海港會員收費」。

2. 「海港會員收費」一般較「非海港會員收費」不少於 5%。為簡化找續程序，餘

數可作適當調整，例如：以十位整數為最終收費價格。

3. 「海港會員收費」及「非海港會員收費」均需要在財政預算列出，及估算兩項

收費之出席人數。

4. 會方活動可考慮統一收費，但該組別需要在董事局闡明及在財政預算上反映。

5. 董事局成員在董事局會議上提出財政預算議案，並獲董事局通過該份財政預算，

及會長宣告議案獲得通過。

6. 在宣傳會方活動時，需清楚列明有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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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二、就「資深青商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年 6月 4日董事局通過）

1. 資深青商會為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根據會章第 59條成立的組織，行政上隷屬董

事局，並向董事局報告，其宗旨為：

(1) 舉辦合適活動以吸引資深會員參與，從而增加對會方的歸屬感

(2) 提供平台予資深會員與普通會員及準會員互相認識及交流

(3) 組織資深會員支持總會和會方籌備的活動

(4) 維繫及招募前資深會員

2. 資深青商會成員需為有效資深會員（當屆會長及上屆會長除外），在被委任時

已繳交當年會費。在任期第二年前，每位成員需繳交第二年會費後任期才得以

維持。

3. 資深青商會成員包括：

(1) 主席

(2) 顧問

(3) 當屆會長（當然委員）*
(4) 上屆會長（當然委員）*
(5) 上屆主席（當然委員）

(6) 副主席

(7) 秘書

(8) 司庫

(9) 委員（可多於一位）

*當屆會長及上屆會長任期均為一年

4. 資深青商會舉辦之活動，需在會方全年工作計劃中列出，待董事局通過後落實

籌辦。

5. 上屆會長代表資深青商會委員會向董事局提交活動財政預算（如有需要），待

獲得通過後才可進行宣傳活動收費。

6. 財政報告亦需由上屆會長向董事局提交及通過，所得盈餘將撥入會方作為收入，

虧損則由會方承擔。

7. 本決議取代 2019年 5月 7日通過之「資深青商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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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三、就「長遠發展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年 12月 3日董事局通過）

1. 長遠發展委員會（下稱：長發會）為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根據會章第 59條成立

的組織，行政上隷屬董事局，並向董事局報告，其宗旨為就會方的宏觀、長遠

和可持續發展，向董事局提出長遠策略及規劃的會務建議。

2. 長發會成員需為有效資深或普通會員，在被委任時已繳交當年會費。在任期第

二年前，每位成員需繳交第二年會費後任期才得以維持。

3. 長發會成員包括：

(1) 主席

(2) 顧問

(3) 當屆會長（當然委員）*
(4) 上屆會長（當然委員）*
(5) 上屆主席（當然委員）

(6) 秘書

(7) 委員（可多於一位）

*當屆會長及上屆會長任期均為一年

4. 上屆會長就長發會會議的討論和建議，向董事局報告。

5. 本決議取代 2019年 5月 7日通過之「長遠計劃發展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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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四、就「月會收費」若干事宜的決議

（2020年 6月 2日董事局通過取代 2019年 5月 7日董事局通過）

1. 月會舉行目的是提供一個渠道，讓海港會員得悉會方最新動態，同時讓會員互

相聯繫及交流。

2. 月會主要分為兩部份：

(1) 月會（董監事會向會員匯報會方狀況、新會員宣誓及活動預告等）

(2) 晚宴（指定主題讓會員加深認識及提供機會讓會員親身體驗）

3. 為鼓勵海港會員參與月會及晚宴，以吸取最新知識及獲得切身經驗，會方訂有

「月會收費」及「月會及晚宴收費」。

4. 「月會收費」必須為港幣 80元至 120元。

5. 「月會及晚宴收費」，由於價格以場地及餐費為主要考慮因素，最終價格由組

別釐訂。

6. 董事局成員在董事局會議上提出財政預算議案，並獲董事局通過該份財政預算，

及會長宣告議案獲得通過。

7. 在宣傳會方活動時，需清楚列明有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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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五、就「公共關係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年 6月 4日董事局通過）

1. 公共關係委員會為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根據會章第 59條成立的組織，行政上隷

屬董事局，並向董事局報告，其宗旨為：

(1) 為本會與外界機構，包括：贊助、協辦及支持機構等保持聯繫，建立長

遠合作伙伴關係

(2) 與名譽顧問適時溝通及安排拜訪，為本會工作計劃及會務發展方向和社

會現況提供意見

(3) 定時與肇慶市青年聯合會溝通，促使雙方達成長遠友好會關係

2. 公共關係委員會成員需為有效資深會員或普通會員，在被委任時已繳交當年會

費。在任期第二年前，每位成員需繳交第二年會費後任期才得以維持。

3. 公共關係委員會成員包括：

(1) 主席

(2) 顧問

(3) 當屆會長（當然委員）*
(4) 上屆會長（當然委員）*
(5) 秘書

(6) 委員（可多於一位）

*當屆會長及上屆會長任期均為一年

4. 上屆會長就公共關係委員會會議的討論及建議，向董事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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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六、就「參議員推薦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年 6月 4日董事局通過）

1. 參議員推薦委員會為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根據會章第 59條成立的組織，行政上

隷屬董事局，並向董事局報告，其宗旨為就本會參議員的申請，根據相關條件

進行甄選，並向董事局建議推薦為青商運動作出貢獻的會員成為參議員。

2. 參議員推薦委員會成員需為有效資深會員或普通會員，在被委任時已繳交當年

會費。在任期第二年前，每位成員需繳交第二年會費後任期才得以維持。

3. 參議員推薦委員會成員包括：

(1) 主席

(2) 當屆會長（當然委員）*
(3) 上屆會長（當然委員）*
(4) 委員（可多於一位）

*當屆會長及上屆會長任期均為一年

4. 上屆會長就參議員推薦委員會會議的討論及建議，向董事局報告。



海港青年商會 行政規則 18

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七、就「培訓及發展委員會」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年 6月 4日董事局通過）

1.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為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根據會章第 59條成立的組織，行政上

隷屬董事局，並向董事局報告，其宗旨為：

(1) 為本會提供青商官方課程，以訓練更多會員成為合資格青商培訓導師

(2) 建立及更新本會培訓導師資料庫，增取機會讓合資格導師鍛錬及實習

(3) 為董事局及監事會提供培訓，檢討會務實施成效及為來屆董事局及監事

會提供相關知識及管理技巧培訓

2.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成員需為有效資深會員或普通會員，在被委任時已繳交當年

會費。在任期第二年前，每位成員需繳交第二年會費後任期才得以維持。

3.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成員包括：

(1) 主席

(2) 顧問

(3) 當屆會長（當然委員）*
(4) 上屆會長（當然委員）*
(5) 委員（可多於一位）

*當屆會長及上屆會長任期均為一年

4.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舉辦之活動，需在會方全年工作計劃中列出，待董事局通過

後落實籌辦。

5. 上屆會長代表培訓及發展委員會向董事局提交活動財政預算（如有需要），待

獲得通過後才可進行宣傳活動收費。

6. 財政報告亦需由上屆會長向董事局提交及通過，所得盈餘將撥入會方作為收入，

虧損則由會方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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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青年商會董事局

十八、就「國際和香港總會職位」若干事宜的決議

（2019年 7月 2日董事局通過）

1. 為了讓會員從國際及區域層面了解青商會務及運作，服務不同界別，獲得更廣

闊的視野，為往後青商發展建立更穩固基礎，會方鼓勵會員擔任以下國際或香

港總會職位：

(1) 國際青年商會董事局成員、委員會成員、亞太發展委員會成員（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Council）

(2) 香港總會董事局成員、委員會成員、幹事、助理

2. 擔任國際和香港總會職位的基本條件，必須為本會有效普通會員，要求和程序

為：

(1) 該會員為有效普通會員，同時已繳交任期所屬年份會費，並獲得義務財

務長核實。

(2) 如果香港總會職員有意邀請會員擔任國際或香港總會職位，該會員應該

先向會長溝通，待會長向香港總會有關職員了解。

(3) 如果會員有意擔任國際或香港總會職位，應該先向會長表達意向，而非

向香港總會職員直接溝通，會長將考慮並決定該會員是否適合擔任國際

或香港總會職位。倘若會長認為適合，會長應與香港總會有關職員聯繫。

(4) 如果會長認為某會員適合擔任國際或香港總會職位，也可以主動與該會

員進行溝通，並與香港總會有關職員聯繫。

(5) 倘若經過會長與香港總會有關職員溝通後，確認香港總會邀請或有意接

納推薦，會長將安排董事局進行有關推薦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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