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註冊局成員選舉規則 

 

1 前言 

 

1.1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註冊局）乃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 505 章）（條

例）成立的法定機構。註冊局由 15 名成員組成，根據條例第 4(3)(a)及 5(5)

條規定，其中 8 名成員由註冊社會工作者（註冊社工）選出。 

 

1.2 註冊局根據條例第 9(1)(b)條制訂此規則，用以監督此項選舉工作。 

 

2 選舉委員會 

 

2.1 註冊局按需要適時委出選舉委員會（選委會），訂定合適的選委會成員數目，

並授權選委會處理註冊局成員選舉或補選的工作。就選舉或補選的事宜，選

委會的權力包括但不限於在有需要時指派註冊局職員協助選舉工作、委任服

務供應商及尋求法律意見。 

 

2.2 在每一任選委會中，須有最少一名現任註冊局成員，以及由其他不同的專業

人士組成；當中的成員不可以是註冊社工，除非該註冊社工是根據條例第

5(2)條，並不符合選舉或補選的參選資格，又或者該註冊社工已向註冊局聲

明不會在該選委會負責的選舉或補選中參選，則該人士可成為選委會成員。 

 

2.3 選委會會議的法定出席人數為 3 人。如選委會的成員數目少於 3 人，法定人

數則為全部成員。成員須互選一名主席主持選委會的任何會議，在出席會議

的成員中，任何討論項目均須以過半數的票數方可獲得通過。遇有相同票數

時，主席除有權投其原有的一票外，還有權投決定票。 

 

2.4 選委會的任期於在選舉或補選中當選者就任後屆滿。 

 

2.5 註冊局有權決定向非註冊局成員的選委會成員發放酬金。 

 

3 選舉日程 

 

3.1 註冊局須永久持續，其成員的任期一般為每三年一屆。第一屆的成員選舉在

1997 年舉行，選出的首屆註冊局成員，任期由 1998 年 1 月 16 日至 2001 年

1 月 15 日。往後須每三年舉行一次註冊局成員選舉，並在每屆任期開始前



不少於一個月前公佈選舉結果。 

 

3.2 如有當屆選任成員的席位出缺，補選及點票程序須於 6 個月內進行。若註冊

局已為三年一度的選舉委出選委會，在委任選委會當日或之後有選任成員的

席位出缺，註冊局毋須為此進行補選。 

 

3.3 在補選過程中，如有另一位選任成員的席位出缺，而該空缺是在補選提名期

開始前發生，註冊局可要求選委會在該補選中，一併處理該出缺的的選舉工

作。若該空缺是在補選提名期開始後發生，則註冊局不能把該空缺與先前的

空缺一併舉行補選，而須另委選委會，安排另一次補選填補該空缺，時限則

由六個月伸延至八個月。 

 

3.4 候選人的提名期不得少於15個工作天。在候選人的數目少於空缺的情況下，

選委會方可延長或重開提名期最多 5 個工作天。 

 

3.5 提名期結束後，選委會須在 5 個工作天內確認及公佈有效候選人的名單（以

英文姓名次序排列）。 

 

3.6 如投票方法包括郵遞方式，投票期不得少於 15 個工作天。 

 

4 投票人資格 

 

4.1 註冊社工須於點票日前一個月已名列於註冊紀錄冊及直至點票當天仍然名

列於註冊紀錄冊，方為符合資格的投票人。 

 

5 候選人資格及提名 

 

5.1 除條例第 5(2)條訂明有關不合符資格參選的情況外，所有名列於註冊紀錄冊

的註冊社工（第 1 類）均符合資格獲提名參選。為免爭拗，如現任的選任或

委任成員如欲獲提名參與補選，他／她須根據條例第 5(1)(b)條的規定先行辭

任註冊局成員。 

 

5.2 候選人的提名須以註冊局指明表格提出，由兩名註冊社工分別作出提名及和

議，而獲提名的人士亦須在提名表格內簽署確認。 

 

5.3 只接納已簽署及正本的提名表格。 

 

5.4 已填妥的提名表格，連同所需證明文件，須在提名期內送抵註冊局辦事處。



如以郵遞或速遞服務方式提交，獲提名的人士或其代理人須考慮派遞所需的

時間。 

 

5.5 在選委會確認及公佈有效候選人名單前，任何提名人、和議人或獲提名人如

已不再為註冊社工，其提名將告失效。為免爭拗，當選委會確認及公佈有效

候選人名單後，即使提名人或和議人不再為註冊社工，相關候選人的資格不

受影響，仍然有效。 

 

5.6 即使候選人的名字已列於獲確認的候選人名單上，一旦他／她不再為註冊社

工（第 1 類），他／她在該選舉中不可當作為有效候選人。為免爭拗，即使

該候選人在投票開始前已重新註冊成為註冊社工（第 1 類），其參選資格仍

然無效，其名字亦不會列於選票當中。 

 

5.7 即使候選人的名字已列於選票內，若他／她在點票開始前不再為註冊社工

（第 1 類），其候選人資格亦為無效，其得票亦不會計算。為免爭拗，任何

曾經投票予該候選人的選票不會整張作廢，除該候選人以外，該選票仍然有

效及須點算在內。 

 

5.8 當選委會確認有效候選人時，若候選人數等於或少於需填補的席位，所有候

選人在毋須投票下，宣佈自動當選。如有任何餘下空缺，則須透過補選填補。 

 

5.9 如在提名期或提名延長期結束後，仍沒有有效候選人，選委會須宣佈選舉無

效，註冊局須另委選委會重新進行選舉，而該重選的日程須以前選委會宣佈

選舉無效的日期作為起點計算。 

 

5.10 如獲提名參選的人數多於需填補的席位，選委會將安排選舉工作。 

 

6 候選人編號及選舉宣傳 

 

6.1 如需進行投票，選委會須以抽籤方式為每位候選人分配順序編號，各候選人

的姓名將按編號印於選票上。如候選人的資料需以左右兩列顯示於選票，首

半部份的候選人姓名將印於左列，後半部份的候選人姓名則印於右列。註冊

局為候選人出版的宣傳資料，亦將以該次序排列。 

 

6.2 選委會須在其指定的日期，為候選人的編號進行抽籤，並邀請所有候選人或

其選舉代理人出席及見證，他們可自行選擇出席與否。 

 

6.3 選委會將編印及向選民發佈候選人資料摘要，有關摘要的格式由選委會訂



明。 

 

6.4 選委會亦須向選民發佈一份載有候選人資料的宣傳單張，候選人須按指明格

式向選委會提供有關資料。 

 

6.5 選委會須最少舉辦一次選舉論壇，讓選民有機會接觸候選人、向候選人提問

及聽取其意見。 

 

7 投票 

 

7.1 註冊局採用的一般投票方式包括郵遞投票並輔以即場投票，即場投票為時半

天，設於點票日的上午。 

 

7.2 遇有突發事故或不能預計的情況，以致郵遞投票不能進行，如郵差罷工、任

何已寄回並被妥善保存的選票遭大火燒毀、或選票／載有選票的票箱（包括

鎖）被損毀或被盜取，若選委會認為因此而剩餘的時間，不足以重新進行郵

遞投票，選委會有權決定以即場投票作取代，該即場投票為時一天。 

 

7.3 在任何情況下，代理投票概不受理。 

 

7.4 在以下情況下，選票將作廢： 

 

(1) 在郵遞投票制度下，註冊局在指定投票期的截止日期及時間後所收到的

選票； 

 

(2) 註冊局收到指定用作放置選票的電腦條碼信封，如信封上的電腦條碼已

損毀，導致無法核實投票人的身份； 

 

(3) 一個電腦條碼信封內載有多於一張的所有選票； 

 

(4) 透過郵寄或親身遞交沒有放入電腦條碼信封的選票（即場投票除外）； 

 

(5) 由同一選民所作的重覆選票； 

 

(6) 任何形式的選票副本（只接受選票正本）； 

 

(7) 選票上選取的候選人總數多於需填補的席位； 

 



(8) 選票曾被改動、含有任何其他記號、被撕毀、或連同其他物料放入電腦

條碼信封內以致投票人身份可能因此被識別； 

 

(9) 監票人裁定為填寫不清晰的選票。 

 

7.5 重發選票 

 

7.5.1 在郵遞投票制度下，若投票人報稱不慎損毀指定的選票或電腦條碼信封、

誤填選票、或報失或報稱沒有收到註冊局提供的整套投票文件，選委會先

把報稱已損毀或遺失的投票文件作廢，並視乎所需的處理時間，決定重發

整套投票文件，或者指示該投票人在指定投票日作即場投票。 

 

7.5.2 在即場投票時，若投票人向當值主任報稱不慎損毀選票或誤填選票，他／

她須交回該選票，經核實情況後，當值主任乃可行使選委會所賦予的權限，

向投票人重發另一張選票。選票只會重發一次，即使投票人再次不慎損毀

或誤填選票，也不會再次補發。 

 

7.5.3 當投票人行使其即場投票的權利，不論他／她曾否透過郵遞方式投票，當

值主任在核實其身份後，當值主任乃可行使選委會所賦予的權限，把原先

郵寄予該投票人的投票文件作廢，然後才重發一份供他／她即場投票。 

 

7.6 發出及交回選票 

 

7.6.1 在郵遞投票制度下，註冊局將在投票期開始前最少一個工作天，以平郵把

選舉文件寄往投票人的註冊地址。整套文件包括選舉規則、由選委會訂明

的投票人指引、選票正本、電腦條碼信封及已付郵資的回郵信封各一份。

有關發出選票及投票期開始的事宜，將同時在最少一份香港行銷的報章公

佈。 

 

7.6.2 若需要以即場投票替代郵遞投票，有關通知將以平郵寄往投票人的註冊地

址，通知有關由選委會定出的投票日期、時間及地點。有關事宜將同時在

最少一份香港行銷的報章公佈。註冊局將即場向投票人發放選票。 

 

7.6.3 在郵遞投票制度下，投票人須把選票放入為其個別而設的電腦條碼信封內，

封口後使用註冊局提供的已付郵資的回郵信封寄回註冊局。不論是郵寄或

親身遞交，選票必須在投票期內送抵註冊局，以免其在指明日期和時間後

才收到而作廢票處理。 

 



7.6.4 不論即場投票是作為取代郵遞投票制度，或是作為輔助郵遞投票制度的一

部份，投票人須即場出示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其投票身份。 

 

7.6.5 投票人的身份經核實後將獲發一張選票，並被邀到指定位置，在保密環境

下填寫選票。他／她須在合理的時間內填妥選票，並親自把選票放入特設

的投票箱內。在投票過程中，投票人不得使用任何通訊設備或錄音／錄像

設備；在任何情況下，投票人不可將選票帶離投票地點。 

 

7.6.6 即場投票只會在選委會指明的時段及地點開放，在非指定時段或其他地點

的即場投票要求將不獲受理。 

 

8 點票 

 

8.1 選委會在刊登有關選舉期開始的公告外，須同時公布點票的日期、時間及地

點。 

 

8.2 選委會須在成員中委任其認為合適數量的委員擔任監票人，現場監督整個點

票過程。 

 

8.3 點票過程須開放予公眾監察。任何監察人士須逗留在點票場地的指定區域。 

 

8.4 監票人以簡單大多數方式議定選票的有效性，該決定將被視為最終決定。 

 

8.5 註冊局以「最高得票者為當選」的機制為原則，即在一般三年任期的選舉中，

獲得最高票數的八位候選人將當選為八個選任成員席位。當只有一個空缺席

位的補選時，比其他人獲取更多票數的候選人將當選，填補出缺的席位。 

 

8.6 如兩名或多於兩名的候選人獲得相同的大多數票，以致未能決定當選者時，

將會以抽籤方式決定。監票人隨即在點票後依以下程序主持抽籤： 

 

8.6.1 監票人須確定候選人或在其選舉代理人(如候選人缺席下)是否在點票現場

參與抽籤。如候選人及其代理人缺席，監票人可指派註冊局辦事處職員為

其代理人，處理抽籤程序。 

 

8.6.2 抽籤時，將使用十個乒乓球，分別標示由 1 至 10 的數字。經監票人及有

關候選人或其代理驗證後，把乒乓球放入一個經確認的不透明空袋內。 

 

8.6.3 抽籤次序以候選人的參選編號作決定，由編號最小的候選人開始抽籤，如



此類推。候選人或其代理人先從袋中抽出一個乒乓球，然後交由註冊主任

記錄乒乓球的數字，由監票人驗證後，把乒乓球放回袋內。其他有關候選

人或其代理人隨後以同樣方式抽出乒乓球，如此類推。 

 

8.6.4 候選人將按以下原則視為當選： 

 

(1) 如只有一個空缺席位，但同時有兩名或以上候選人獲相同票數，而「1」 

是最小的數字，抽到數值較大的候選人即告當選。如兩名或以上的候

選人抽到相同數字，而又同時比其他人所抽的數值較大，則須進行第

二輪抽籤。只有候選人在第一輪抽籤中抽到相同數字而又較大數值，

才可以參加及進行第二輪抽籤。 

 

(2) 如有兩個空缺席位，但同時有三名候選人獲得相同票數，由抽到最大

及次大數值的兩名候選人即告當選，其餘落選。如三名候選人中，其

中一名抽到較小數值，而另外兩名抽到相同而又較大數值，則由該兩

名候選人即告當選。如三名候選人中，其中一名抽到較大數值，另外

兩名抽到相同而又較小數值，抽到較大數值的那位當選，另兩名候選

人須進行第二輪抽籤。在席位數目少於 N 個的情況下，如有 N 名候

選人取得相同又最多票數，相同的原則亦適用。 

 

(3) 如第二輪抽籤仍然未能得出結果，則須進行第三輪抽籤，並依照上述

(2)所訂的程序，直至空缺被填補為止。 

 

8.6.5 所有監票人須於抽籤結果及記錄上簽署確認。 

 

8.7 當點票及抽籤（如有需要）程序完成後，監票人須在選委會指定的合理時間

及方式，決定、確認及公佈選舉結果。 

 

9 在憲報刊登候任成員的公告 

 

9.1 當選舉結果公佈後，註冊主任須把有關結果通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辦事處，

並由當局根據條例第 4(4)條在憲報刊登公告。 

 

9.2 若任何當選成員在任期開始前，不論任何原因而不再為註冊社工（第 1 類），

他／她將喪失擔任成員的資格，註冊主任須就此即時通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辦事處，當局可決定如何在憲報中刊登恰當的公告。 

 

9.3 任何因此而產生的席位空缺，將按此規則舉行補選。 



 

9.4 除非有關人士因不再為註冊社工（第 1 類）而喪失擔任成員資格，否則，候

任成員不得以任何理由辭任成員。在任期開始的第一天，他／她可提出辭任，

並由註冊局安排補選。 

 

10 銷毀所交回的選票及其他相關物料 

 

10.1 所有交回的選票（不論有效與否）及所有相關物料，由公佈結果起計，須由

註冊主任保管三個月，或按法院要求而保管更長時間。所有物料需於期限過

後予以銷毀。 

 

10.2 在相關物料銷毀及選委會就公佈選舉結果所指明的時限過後，註冊局須在其

權限範圍內刪除任何已發佈的相關告示，註冊局亦沒有義務從新發佈或解答

因此而引起的查詢。 

 

2018 年 4 月 

 

(如中文譯本與英文原文有分歧，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