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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常規 第⼀章（⾴一） 

教省會議常規  
 
 
第⼀章  適⽤範圍  
 
1.1 除經總議會通過特別決議終⽌或暫緩以外，下列規例將適

⽤於所有總議會會議。  
 
1.2 經教省或其委員會決議採納後，本規例可應⽤於任何⾹港

聖公會教省委員會會議。  



 會議常規 第⼆章（⾴一） 

第⼆章 定義及釋義 
 
2.1 定義 
 
 本規例內若⽂章內容需要或許可，以下辭彙將以其訂明涵義為

準。 
 

詞彙 涵義 
 
「⼤主教」 指教省⼤主教︔ 
 
「主教」 指教省之主教︔ 
 
「主席」 指總議會主席︔ 
 
「憲章」 指教省憲章，包括憲章、規例、規條及則

例（視情況⽽定）︔ 
 
「教區」 指教省內個別或所有按照教省憲章成⽴的

教區︔ 
 
「議員」 指總議會議員︔ 
 
「程序總監」 指在教省內其中任何牧區之註冊教友，由

⼤主教任命，負責就教省會議之規則及程
序提供意⾒及建議。 

 
「教省」 指⾹港聖公會教省︔ 
 
「議會」 指按照憲章成⽴的⾹港聖公會教省總議

會︔ 
 
「規則」 指在本會議常規內訂明之規則︔ 
 

  



 會議常規 第⼆章（⾴二） 

「普通決議」 指按此規定經建議並獲過半數通過之總議
會決議案︔ 

 
「特別決議」 指按此規定經建議並獲三分⼆多數通過之

總議會決議案。 
 

2.2 釋義 
 

2.2.1 主席在諮詢程序總監後有權闡釋本規則︔ 
 
2.2.2 若主席所決定之釋義引起爭議，則以⼤主教之裁決為終

局性決定︔ 
 
2.2.3 按此憲章內容需要或許可，任何表明性別的字眼，均適

⽤於另⼀性別︔單數的字眼亦適⽤於眾數及反之亦然。 



 會議常規 第三章（⾴一） 

第三章 主席 
 
3.1 ⼤主教乃總議會主席並主持總議會會議。 
 
3.2 ⼤主教可以任命⼀位議員為總議會會議主席。 
 
3.3 若⼤主教或受⼤主教任命之會議主席缺席，與會議員可由出席

者中推選⼀（1）⼈任該次會議主席。被選主席在該次會議中
可享有由會議常規授與主席之所有權責。 

 
 



 會議常規 第四章（⾴一） 

第四章 主席權責 
 
4.1 按本規定（2.2.1）項，主席在諮詢程序總監後可全權闡釋會議

常規，並可向會議說明常規之施⾏或就實例作出解答。 
 
4.2 主席可宣佈開會、休會或閉會等程序，並指引討論，確保各⼈

遵守常規及其他規條，管制會議議程，指派發⾔權，將提案付
諸表決及宣佈投票結果等。主席更可對程序問題作出裁決。 

 
4.3 主席裁決為終局性決定，除非有不少於⼗（10）位議員對主席

裁決提出異議並由⼤主教按本規定 2.2.2 項作出相反之裁決。 
 
4.4 為保持公正，主席不可參與討論或就任何論點表達意⾒。若主

席欲參與討論則須先⾏騰讓主席之位。 
 
4.5 倘若主席擬就某動議提供意⾒，主席可於個別議案討論時騰讓

其主席之位。⼤主教須正式宣佈主席騰讓職權⽽參與某項辯
論。⼤主教可由本⼈或臨時薦任⼀（1）位議員就該議案代為
主持會議。主席可於讓位後享發⾔、動議及和議權。 



 會議常規 第五章（⾴一） 

第五章 總議會總幹事 
 
5.1 總議會總幹事須由該屆議會⾸次常會中由各議員互選產⽣，其

任期直至翌屆總議會常會選出下任總議會總幹事為⽌。 
 
5.2 總議會總幹事負責記錄總議會會議進程，會議紀錄須詳錄出席

之議員、決議及各項選舉詳情。 
 
5.3 總議會總幹事負責詳錄選票票數、記錄及其他上呈議會的⽂件

以供⽇後議員及經主席批准並安排之⼈⼠查閱。 
 
5.4 總議會總幹事須履⾏其他由會議常規，總議會及總議會主席所

指⽰的⼀切職責。 



 會議常規 第六章（⾴一） 

第六章 記錄書記 
 
中⽂與英⽂記錄書記各⼀名，須由⼤主教任命，作為議會會議時之記
錄書記。 
 



 會議常規 第七章（⾴一） 

第七章 法定⼈數 
 
7.1 總議會法定⼈數由現⾏議員總⼈數（包括主席）的過半數或三

⼗（30）位議員（包括主席）構成，但以數⽬較少者為準。 
 
7.2 倘若主席獲通知會議⼈數不⾜則可核實出席⼈數。若確實未達

開會法定⼈數，主席須終⽌會議，不得異議。 
 
7.3 在投票時倘若投票加上棄權的票數仍未⾜法定⼈數，該次投票

當告無效，議案將延緩至翌次會議再作討論。 
 



 會議常規 第八章（⾴一） 

第八章 會議時間 
 
8.1 總議會會議須在召開會議通知書內指定的時間召開，亦必須在

議程指定時間內結束。倘若與會議員同意延長開會時間，亦須
獲出席及具投票權議員之四份之三贊成票⽅可延長，加時亦不
得超過三⼗（30）分鐘。 

 
8.2 若在開會預定開始時間之三⼗（30）分鐘內，與會議員⼈數仍

未達法定⼈數，該次會議須延期至翌次會期。倘若未有為翌次
會期作出安排，該次會議則休會延期七（7）天後同時間舉
⾏。 

 
8.3 延期會議以該次留會之出席⼈數為法定⼈數。 
 



 會議常規 第九章（⾴一） 

第九章 會議場地 
 
9.1 總議會會議必須在召開會議通知書上所指定之會場舉⾏。 
 
9.2 總議會議員應親身出席所有總議會會議。 
 
9.3 總議會屬下之委員會委員，可以親身參與該等委員會之會議

（「委員會會議」︔該委員會會議之定義只適⽤於本章），或
以任何他們能向彼此傳達⾃⼰就會議上的事務所持的資料或意
⾒的其他⽅式，參與委員會會議。某委員身處的地點和他們之
間的溝通⽅式，對斷定委員是否正參與委員會會議，無關重
要。如參與委員會會議的所有委員並非身處同⼀地點，他們可
將其中任何⼀⼈身處的地點，視爲該委員會會議的舉⾏地點。 

 
9.4 總議會議員可透過普通決議程序，通過分別在主教院、聖品院

及平信徒院舉⾏討論，在此情況下會議必須分開地點進⾏討
論。否則總議會會議須聯席舉⾏。 



 會議常規 第⼗章（⾴一） 

第⼗章 議員權利 
 
指照據憲章規定，議員享有發⾔權、動議權、和議權及投票權。 
 



 會議常規 第⼗⼀章（⾴一） 

第⼗⼀章 議會語⾔ 
 
議員在總議會會議中可⽤英語、粵語或普通話發⾔。 
 



 會議常規 第⼗⼆章（⾴一） 

第⼗⼆章 議案提呈 
 
所有總議會提案，須由在任⼤主教、總議會所選派之委員會、議事會
及專責委員會，或教省轄屬之教區議會提出。此等提案須於指定時間
內交與總議會總幹事，以便交與議案委員會討論。 
 

 



 會議常規 第⼗三章（⾴一） 

第⼗三章 提案審訂委員會 
 
13.1 ⼤主教必須為每次總議會會議任命適合⼈選組成提案審訂委員

會。 
 
13.2 提案審訂委員會在齊集議案後必先根據適⽤之⾹港法律及教省

憲章之規定研究其可⾏性。提案審訂委員會亦須考慮議案⽤詞
是否適當，在必要時可在議會召開⼗四（14）天前向原提案⼈
建議作出修訂，以刪去含糊之措辭。 

 
13.3 原提案⼈有權選擇接受或拒絕提案審訂委員會提出的修改建

議。 
 
13.4 提案審訂委員會及後須將所有提案及經修改提案（視乎適⽤情

況）呈交事務委員會分派與總議會議員。 
 



 會議常規 第⼗四章（⾴一） 

第⼗四章 辯論規則 
 
14.1 所有議員發⾔須先報姓名，必須以主席為發⾔對象。 
 
14.2 議員須在動議獲和議後⽅可開始辯論，任何議員擬就動議發⾔

須先舉⼿⽰意。 
 
14.3 若兩（2）個或以上議員同時舉⼿，主席可選擇其中⼀（1）⼈

發⾔。 
 
14.4 除獲主席准許外，各議員限對每項動議或討論事項發⾔⼀次，

但以下列情況除外： 
 

14.4.1 於委員會會議中發⾔︔或 
 

14.4.2 尋求澄清︔或 
 

14.4.3 原動議提案⼈作出答覆。 
 
14.5 議員於某動議發⾔後亦可就該項動議之修訂再發⾔。 
 
14.6 議員須直接就動議或修正動議發⾔。若會議中無明確動議，議

員須直接就議程所載事項發⾔，不得引入無關事項。 
 
14.7 在議會同意下，主席可提早結束動議或修正動議的討論。 
 
14.8 各動議⼀經主席呈交議會或委員會作決定後，所有議員不得就

該動議再發⾔。 
 
14.9 主席有權闡明所有議案必須以書⾯提交，否則不被接納。 
 
  



 會議常規 第⼗四章（⾴二） 

14.10 所有動議及修正動議必須有動議⼈及和議⼈。未經和議的動議
會作無效論。 

 
14.11 原提案⼈在其動議獲和議後有權就該動議作闡釋。 
 
14.12 動議⼀經和議，即成為會議所有，須經會議以普通議案通過⽅

可撤回。任何經此程序撤回之原動議，其修訂更改亦算撤回。 
 
14.13 所有動議案及修正動議⼀經投票後不得徹回。 
 
14.14 原動議提案⼈（修正動議不在此例）有權在動議付諸投票前直

接向提問作答。 
 
14.15 倘若動議並未引起任何討論，主席須向議員詢問有否反對或修

改建議。在無異議的情況下，主席須宣告動議獲通過。 



 會議常規 第⼗五章（⾴一） 

第⼗五章 修正動議 
 
15.1 在動議辯論過程中，若有修正動議，必須如原動議⼀樣獲得和

議，⽅可開始討論。 
 
15.2 修正必須於下列⽅⾯改進原動議： 
 

15.2.1 刪去詞語︔ 
 

15.2.2 增添詞語︔或 
 

15.2.3 更換詞語。 
 
15.3 主席可決定阻⽌動議通過試圖撤銷、否定或破壞原動議的修

正。若有修改動議已曾被否決，主席亦可決定阻⽌再提該動
議。 

 
15.4 若有修正案被否決，便可對原提案作出其他修正。若有修正案

被採納，它將與原動議合併成為正式動議，其他修正動議亦可
相繼提出。當所有修正動議被逐⼀表決後，合併後之建議將成
為主要動議付諸投票表決。 

 
15.5 在討論修正動議時，若有議員擬再另加修正之意⾒，必須先向

主席表⽰。主席可宣告休會以便該議員可商討及綜合各項修
改，再向議會提交。 

 



 會議常規 第⼗六章（⾴一） 

第⼗六章 動議程序 
 
16.1 如有動議或修正動議在案，可按以下程序動議順序處理。（按

序以動議（16.1.1）為⾸要，⽽動議（16.1.9）為最次要） 
 

16.1.1 動議撤銷動議︔ 
 

16.1.2 動議會議休會至稍後時間或⽇期舉⾏︔ 
 

16.1.3 動議暫歇︔ 
 

16.1.4 動議所討論之事項暫休，稍後會在特定會議再作商討︔ 
 

16.1.5 動議議會會議改為委員會會決議︔ 
 

16.1.6 動議委員會其他事項於其時暫休︔ 
 

16.1.7 動議限制辯論時間︔ 
 

16.1.8 動議終截發⾔⼈名單︔或 
 

16.1.9 動議參考更多資料。 
 
16.2 各程序動議須獲議員三分之⼆贊成票⽅作通過論。 
 
16.3 除動議程序 16.1.7、16.1.8 及 16.1.9 項外，主席應限制所有程

序動議之辯論。每項程序動議均可由提案⼈及另⼀位發⾔⼈要
求辯論。 

 
16.4 除 16.1.9 項外，如有任何程序動議被駁回，須等⼆⼗分鐘才可

重提同⼀動議，除因主席決定情況有所改動⽽作出另議。 
 
  



 會議常規 第⼗六章（⾴二） 

16.5 若主席認為事項須在無動議情況下進⾏非正式討論，以便達致
動議或決議，主席可邀會議通過動議暫休⼀段時間以便討論該
事項。議員須經主席同意始可發⾔，主席則可規限發⾔時間，
使更多數議員之意⾒能得以表達。 

 



 會議常規 第⼗七章（⾴一） 

第⼗七章 會議插⾔ 
 
除動議討論外，主席須按次序認可下列事項： 
 
17.1 程序問題 
 

17.1.1 除投票進⾏時，議員可隨時提出程序問題。會議須遵守
會議程序，程序問題可⽤作處理操守及議事程序並作準
則審核下例事項： 

 
17.1.1.1 發⾔⼈之討論游離動議主題︔ 
 
17.1.1.2 發⾔⼈使⽤不雅或含攻擊性的⾔論︔或 
 
17.1.1.3 發⾔⼈違反規則或會議常規。 

 
17.1.2 處理程序問題時不得表達意⾒或作出辯論。主席裁決後

議員⽅可發⾔。 
 

17.2 個⼈闡釋 
 

議員可就同⼀問題再次發⾔，若主席批准，議員可就已發表的
論點再作解釋，但不可引入新事項。 

 
17.3 資料問題 
 

資料問題須與討論中之題⽬相關。倘若有議員在發⾔時被查詢
資料問題，該議員有權決定是否接納插⾔。 

 
17.4 其他插⾔ 
 

⼤主教及主席可隨時在合理情況下在議員發⾔時插⾔。 



 會議常規 第⼗八章（⾴一） 

第⼗八章 撤銷決議 
 
18.1 動議按會議常規經投票表決後則成會議決議，並不得在同⼀會

議內提出撤銷、否定、破壞或修改該決議。 
 
18.2 議會決議只可在隨後會議中經由特別決議作出撤銷、否定、破

壞或修改。 
 



 會議常規 第⼗九章（⾴一） 

第⼗九章 動議投票表決 
 
19.1 投票⽅式由會議決定，可⽤舉⼿、點名或不記名投票⽅式進

⾏。 
 
19.2 由程序總監或經程序總監授權之⼈⼠出任核票⼈。 
 
19.3 除按憲章規定的無選舉權⼈⼠外，議員各具投⼀（1）票之

權。 
 
19.4 如遇動議或其修正案獲相同數⽬之贊成票及反對票，主席須⽴

刻宣布暫停會議。在復會時須⽴刻再⾏投票表決，不再討論。
若再遇同等贊成及反對票數，主席須投決定票。 

 
19.5 除憲章或會議常規指定外，所有動議或普通決議如獲出席及投

票議員過半數贊成票，該動議或普通決議則作通過論。 
 
19.6 特別決議如獲出席及投票議員之三份⼆贊成票，該特別決議⽅

作通過論。 
 
19.7 點算票數後主席可宣告結果。⼀經公佈，結果即具終局性。 
 
19.8 點票時棄權票數不得作出席及投票議員數論。如經投棄權票者

要求，棄權票數可獲正式記錄在會議紀錄中。 
 
19.9 重數須在不少於五⼗（50）位議員要求下⽅可進⾏。未參與原

先表決者不得參與重覆投票。 
 



 會議常規 第⼆⼗章（⾴一） 

第⼆⼗章 三院分院投票表決 
 
20.1 若有不少於⼗（10）位總議會議員要求分院表決，則可分三

（3）院以不記名投票⽅式進⾏投票。 
 
20.2 三（3）院投票須同時舉⾏，三（3）院投票結果亦須同時公

佈。 
 



 會議常規 第⼆⼗⼀章（⾴一） 

第⼆⼗⼀章 休會 
 
21.1 主席可在所有議程商討完後，宣報休會。如法定⼈數不⾜、秩

序混亂或其他情況引致無法進⾏議事，主席均可宣報休會。 
 
21.2 議員可在商討兩（2）項事務之間或結束商討所有議程後動議

休會，若動議獲贊同，會議須⽴即休會。 
 



 會議常規 第⼆⼗⼆章（⾴一） 

第⼆⼗⼆章 選舉規則 
 
22.1 除經總議會特別決議通過外，⼀切教省選舉必須按下列規定進

⾏。 
 
22.2 提名委員會須在選舉前⼗四（14）⽇宣佈候選⼈名單。任何議

會議員均可於提名委員會公佈候選⼈名單後七（7）天內提名
其他候選⼈選舉，接獲議員提名後，提名委員會須核實候選⼈
資格及準備修訂候選⼈名單定稿。 

 
22.3 除提名委員會⾃⾏提名外，其他提名必須按憲章所載由提名⼈

及和議⼈聯署提名書，候選⼈亦須在該提名書上簽署以⽰接納
提名。 

 
22.4 修訂候選⼈名單定稿須在選舉前⼆⼗四（24）⼩時前公佈。 
 
22.5 除特別決議通過相反決定，所有選舉必須⽤不記名⽅式投票。 
 
22.6 除憲章規定某職位選舉須獲指定百分比的票數外，如該職位候

選⼈數⽬少於或相等於出缺職位，主席可宣告候選⼈⾃動當
選，毋需再經討論或投票程序。其餘出缺均以⼀般遞補⽅式進
⾏。 

 
22.7 不記名投票須按主席、程序總監及事務委員會安排之程序進

⾏。 
 
  



 會議常規 第⼆⼗⼆章（⾴二） 

22.8 投票時須⽤指定選票表格，選票上若出現修改、塗污或填上非
指定符號即作廢票論。 

 
22.9 主席須任命核票負責⼈以負責監察點票，又須任命其他⼈⼠協

助之。核票負責⼈須確定所有選票均獲點算，並記錄及簽署選
舉結果。 

 
22.10 如遇兩（2）位或多位候選⼈獲相同票數，主席應要求重選。

若在第⼆輪選舉仍未能選出，主席則應以抽籤⽅式決定之。 
 

22.11 主席宣佈投票結果時只須宣佈當選⼈名單，總議會議員有權向
總議會總幹事查詢各候選⼈得票實數。 

 
22.12 參選候選⼈有權在任何總議會選舉時按照事務委員會不時頒佈

的程序申請重點票數。在接納重點票數要求之前，事務委員會
可要求申請⼈繳交定額按⾦，⾦額則由主席釐定。倘若重點票
數後發覺先前點算有誤，申請⼈可獲發回該項按⾦，否則事務
委員會將沒收已付之按⾦。 



 會議常規 第⼆⼗三章（⾴一） 

第⼆⼗三章 雜項 
 
任何未在本會議常規內訂定規定之事項，總議會所奉⾏之模式及程
序，均由主席經諮詢程序總監後定奪。 



 會議常規 第⼆⼗四章（⾴一） 

第⼆⼗四章 會議常規修改 
 
24.1 會議常規可經總議會經三份之⼆贊成票數通過動議後作出修

改。 
 
24.2 修訂通知書須在提出修訂之會議前⼆⼗⼀（21）天送交所有議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