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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Case15_09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仲議會  

原訟法院  

  

訴訟案件編號 Case15_09 

幹事會涉非法舉辦六四論壇活動 

-----------------------------------------------------------------------------------------------------------------------  

原訴方: 第二十二屆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評議會主席 劉振希 XXXX1248D 

 

對 

 

答辯方：第二十三屆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幹事會    

(代表：第二十三屆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會長 黃澤鏗   XXXX3789D) 

 ----------------------------------------------------------------------------------------------------------------------- 

法官: 李子龍首席法官、區婉柔法官、黃楡淇法官  

審訊日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六日  

宣判日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判案書 

 

勝訴一方: 第二十二屆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評議會主席 劉振希 

敗訴一方: 第二十三屆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幹事會 

 

 

 

判決: 
1.   撰寫道歉聲明並張貼於民主牆不得少於 7 天 

2.   若未來 3 個月內被告方再因未有追認校政或外政事務而被判定為舉行非法活動，將凍活動申請權直到任期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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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闡述:  

 

幹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舉辦〈年輕人談六四－－六四事件之於第五代人的意義論辯〉論壇 (下稱 六四論壇)。原

訴方作為第二十二屆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評議會主席，認為因該活動未有先得到其批准，違反了會章 6.4.9   

「學生會幹事會之對外及校政事務，如獲評議會主席批准，可向評議會追認，除上述組織外，學生會所有組織之對外事務均不能追認。 」 

因此屬於非法活動，並同時違反財務規條中有關使用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名義﹑舉辦聯校活動﹑未經財務委員會批准﹑

宣傳﹑邀請來賓等規條，條文可見財務規條 8.1， 

「Definition of Function All activities held under the name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are required to gain permission from 

Union Council by submitting function forms」 

 

財務規條 8.2.4， 

「Joint-Organization or Joint-University functions For year plan functions, function forms in duplicate should be submitted to Union Council for approval not 

less than 30 working days before the activities held. Otherwise, Union Council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consider the function application.  

8.2.4.1     Any late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considered except under special cases.  

8.2.4.2     The proportions of each organization’s contribution should be clearly shown in the budget. 」 

 

財務規條 8.3.2.1， 
「All activities should be final approved by Union Council Finance Committee. 」 

 

財務規條 8.3.3， 

「Publicity of the Activities  

8.3.3.1 Publicity is not allowed before obtaining the approval of Finance Committee. 」  
 

及財務規條 17.2-4， 

「17.2 Application for inviting guest(s) should be in written form with function form submitted to Finance Committee.  

17.3 Quotations, declaration or relevant supporting documents with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provided to Finance Committee.  

17.4 Person for invitation, qualifications, and remuneration of guest(s) should also be stat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 
 
 

答辯方則認為會章 6.4.9 所指的追認，根據字義為事後承認，故應在活動發生後才需申請追認程序，而批准追認的唯一

考量因素只為活動性質(是否有關對外及校政事務)，故否認違反會章 6.4.9 及其他控罪。答辯方補充六四論壇因未包含

在全年工作計劃，財務規條 8.2.4 並不適用，故否認違反有關章規。答辯方同時就財務規條 8.3.2.1 及財務規條 8.3.3，

質疑有關章規違反會章對財務委員會的定位，甚至有違背三權分立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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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原因： 
 

本席認爲是次案件中，主要爭論點有二： 

 

一. <年輕人談六四-六四事件之於第五代人的意義辯論>論壇，是否符合會章 6.4.9 中「追認」之定義及條件。 

二. 財務規條第 8.2.4 條、第 8.3.2.1 條、第 8.3.3 條是否適用於是次案件中 

 

答辯方於庭上曾提出質疑，原訴方所提交證物能否證明該論壇曾經舉行。本席認為「舉行」活動包括公開該活動資

料。雖然原訴方未有於庭上提供任何證人或證物能切實證明 2016 年 6 月 4 日晚上幹事會有舉行<年輕人談六四-六四事

件之於第五代人的意義辯論>論壇，但原訴方所提供的證據能有效舉證答辯方曾以「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名義公開有

關活動資料。故本席接受原訴方論點。 

 

就第一項爭論點，答辯方認為「追認」一詞意味答辯方可以於舉辦活動後向評議會追認相關活動。由於會章中並沒有

列明相關執行細節，所以評議會主席只能根據會章 6.4.9 中的條件(即是否屬於校政及對外事務)去批准相關申請。並且，

答辯方認為無須向評議會提交任何活動計畫書及財政預算，評議會主席亦無此權限要求答辯人提交文件。 

 

本席認同答辯方對「追認」一詞的詮釋，在舉辦活動後向評議會追認並沒有違反會章精神。但會章 6.4.9 中亦提到向評

議會追認前，須獲得評議會主席批准。根據原訴人陳詞，原訴人未有向答辯方提出任何形式之批准。根據答辯方所提

出之證據，原訴人曾清楚表明不能以知會原訴人方式等同向原訴人申請批准，而答辯方亦表示明白。 

 

再者，本席認為會章 6.4.9 中的條件(即是否屬於校政及對外事務)並不等同評議會主席必須批准所有屬於校政及對外事

務之追認申請。相反，會章 6.4.9 規限唯有屬校政及對外事務方可要求評議會主席批准。評議會主席有權根據其判斷否

決或批准追認申請。本席同意答辯人無須向評議會主席或組織提交活動計畫書及財政預算。答辯方只須獲得評議會主

席批准，但評議會主席有權否決相關追認申請。 

 

本席認為答辯人不能以通知原訴人為獲得原訴人批准。只要原訴人未有表明批准答辯人進行追認，答辯方不能夠假設

該活動將會在未來被追認。 

 

就爭論點二，原訴方認為根據財務規條 8.2.4 條，答辯方須於活動舉辦前十五個工作天前向評議會遞交活動申請表。但

答辯方亦於庭上申述，該活動未有列入全年工作計劃。本席認同答辯方無須根據財務規條 8.2.4 條於活動舉辦前十五個

工作天前向評議會遞交活動申請表。 

 

至於財務規條第 8.3.2.1 條，本席亦認同答辯方根據會章第 7.1 條及第 7.2.1 條的觀點。財務委員會的定位為評議會屬下

機構，應以輔助性質為主。財務委員會的權力僅限於財務委員會職權範圍中的定義。 

 

本席認為根據會章 9.5.12 條，幹事會宣傳秘書的確負責一切有關宣傳事宜。但所有宣傳事宜中有關財務的部分亦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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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財務委員會規管。財務規條第 8.3.3 條，指出所有宣傳事宜中有關財務的部分，財務委員會理應有權規管。 

 

總括而言，根據財務規條 8.1 條， 

 

‘All activities held under the name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are required to gain permission 

from Union Council by submitting function forms (Exemption – Internal Meeting with its budget involves only photocopying). ‘ 

及會章 6.4.9 條， 

 

「學生會幹事會之對外及校政事務,如獲評議會主席批准,可向評議會追認,除上述組織外,學生會所有組織之對外事務均

不能追認。」 

 

答辯方未能成功追認該項活動，而該活動並無向評議會提交 function form 及獲得批准，屬非法舉行。 

 

基於上述討論及闡述,本席在此宣判原訴人勝訴。 

 

討論及建議:  

本席就此案有以下建議和意見: 

 

是次案件中，儘管評議會主席對「追認」所需程序有決定權，但評議會主席亦應在未來對「追認」程序進行規範，避

免出現每屆程序均有不同之情況。此舉可令廣大學生會會員及有關組織對「追認」有更清晰之理解，增加評議會行政

透明度，亦可避免因而發生不必要之爭端。 

 

另外，本席希望幹事會將秉承「三權分立」精神，遵從會章對各學生組織之規範。是次事件中，幹事會未有盡快進行

「追認」申請，亦未有嘗試與評議會主席進一步溝通，了解自身所承擔之責任。儘管幹事會會長及其他成員曾就「追

認」對評議會主席作出諮詢，但在遇到疑惑時卻未有再要求評議會主席作解釋，而是置之不理導致行政上之延誤。	  

	  

本席相信，若幹事會會長及評議會主席願意就此事進一步溝通，而非草率了事，此事早已解決。因此本席希望，學生

會各組織可秉承為會員服務之宗旨，積極溝通，共同合作，以避免不必要之行政爭端，影響廣大會員福祉。	  

 

                   (李子龍)                (區婉柔)               (黃楡淇) 

                  首席法官                  法官                  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