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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章 

根據《組織章程》第三章 2(13) ，行政機關 (指 HyperNitePo. & 

HyperNologyCo.) 及決策會議議事 均有提出法規及政策制定之權力。因此，決策

會議可就《組織章程》規定並依照相關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規。 

 

貳、 三讀程序 

1. 首讀：秘書處會把相關議程排期到相關決策會議進行首讀，由相關決策會議付

諸表決，決定是否執行法規制定初始化程序； 

2. 二讀：經由法案委員會進行初次審議，並由法案委員會決定是否成立「《條例

名稱》臨時委員會」(下稱：工作小組委員會)，進行獨立審議； 

3. 三讀：經法案委員會內進行付諸表決後，由法案委員會主席通知秘書處及全體

委員會主席，排期舉行會議，討論並審核法規。 

 

參、 法規制定程序 

I  法規制定前之程序 

法規在製定前需要諮詢 本機構行政部門 或 所屬行政範疇管理層 建議，並由首

席行政總監 或 助理行政總監 同意後上傳到 職員議案管理系統 (SMS) 當中，並

等待秘書處排期處理。 

III 法規制定程序 

1. 秘書處從秘書處管理系統 (SECMS) 批准； 

2. 排期並等待相關決策會議進行首讀； 

3. 相關法規交由法案委員會進行初審，並付諸表決； 

4. 法案委員會須就相關法規評估是否需要成立 工作小組委員會； 

5. 法案委員會須就相關法規進行二讀並付諸表決； 

6. 法案委員會主席在秘書處群組通知全體委員會主席加插特別會議，審議並評估

法規； 

7. 全體委員會須就相關議案進行三讀表決，並最終於秘書處通知組織決策人簽署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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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案委員會主席把文件上載到 Archive 網站上，同時需要在職員公告群組 

(Discord & WhatsApp & OMS) 宣佈法規被制定並於 3天後生效； 

9. 法案委員會主席在 Discord 公開公告區域 及 Facebook 宣佈條例被廢除。宣

布格式可參考附件 A。 

 

肆、 法規修訂程序 

法規修訂是由法規既得利益者對法規進行初次修訂，再由決策會議根據《議事規

則》(34) ，(35) ，(36) 進行三讀程序。 

1. 由既得利益部門，委員會或管理層對條例進行初次修訂，並交由相應決策會議

進行首讀； 

2. 由法案委員會進行二讀，並由法案委員會決定是否把條例草案修訂交付 工作小

組委員會 深入討論； 

3. 由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修訂進行二讀； 

4. 法案委員會把條例修訂交付全體委員會排期處理； 

5. 經全體委員會審議後，由全體委員會主席通知秘書處，並由法案委員會主席 把

文件上載到 Docs 及 Archive 網站 (必須同時上載授權書 [.docx] ，只適用

於 Archive 網站) 上。 

6. 全體委員會主席、法案委員會主席、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 (若適用) ，董事會

主席 及 理事會主席 需要簽署授權書 (由秘書長負責蒐集)，並最後由全體委

員會主席把授權書交付秘書處； 

7. 法案委員會主席需要於公告群組 (Discord & WhatsApp & OMS) 職員區域發出

標準公告，並在 Discord 公開公告區域 及 Facebook 宣佈條例修訂草案通

過。宣佈格式可參考附件 B。 

  

https://docs.hypernology.com/
https://archives.hypern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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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法規廢除程序 

只有以下數個合理情況才可以把法規廢除： 

- 相關法規已不適用於本機構； 

- 相關法規與現時《組織章程》相抵觸； 

- 相關法規經由 法案委員會 所交付的  工作小組委員會  深入討論後，認為

「已不能被有效地執行」或「無法有效地適用於本機構」； 

- 首席執行長或組織總經理要求廢除； 

 

1. 由決策會議任一議事在全體委員會提出； 

2. 法案委員會必須交付法案到工作小組委員會討論； 

3. 由工作小組委員會交付報告到法案委員會； 

4. 經法案委員會討論並付諸表決後交付到全體委員會，並排期進行付諸表決； 

5. 全體委員會主席、法案委員會主席、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董事會主席 及 理

事會主席 需要簽署授權書，並最後由全體委員會主席把授權書交付秘書處； 

6. 經全體委員會審議後，由全體委員會主席通知秘書處，並由法案委員會主席 把

文件上載到 Archive 網站上。(必須同時上載授權書 [.docx]) 

7. 法案委員會主席需要在職員公告群組 (Discord & WhatsApp & OMS) 宣佈法規

被廢除； 

8. 法案委員會主席在 Discord 公開公告區域 及 Facebook 宣佈條例被廢除。宣

布格式可參考附件 C。 

 

 

  

https://archives.hypern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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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制定條例草案三讀通過宣佈公告格式 

以下適用於內部公告 

<條例名稱> 制定三讀通過 (<日期 (格式：YYYYMMDD)>) ： 

 

經過全體委員會討論並三讀通過後，<條例名稱> 於今天在全體委員會獲得 1/2 議

事贊成通過。並將會於 3 天後正式生效。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全體委員會或法案委員會查詢。 

 

發出單位：法案委員會 

 

以下適用於對外公開公告 

【條例修訂】【<條例名稱>】 

 

經過本機構決策會議討論後，<條例名稱> 已經於今天獲得通過，並將會在三天後

生效。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本機構查詢 (請使用 Facebook / Discord) ，謝謝。 

 

HYPER GROUP 法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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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修訂條例草案三讀通過宣佈公告格式 

以下適用於內部公告 

<條例名稱> 修訂三讀通過 (<日期 (格式：YYYYMMDD)>) ： 

 

經過全體委員會討論並三讀通過後，<條例名稱> 於今天在全體委員會獲得 1/2 議

事贊成通過。並將會於 3 天後正式生效。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全體委員會或法案委員會查詢。 

 

發出單位：法案委員會 

 

以下適用於對外公開公告 

【條例修訂】【<條例名稱>】 

 

經過本機構決策會議討論後，<條例名稱> 已經於今天獲得通過，並將會在三天後

生效。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本機構查詢 (請使用 Facebook / Discord) ，謝謝。 

 

HYPER GROUP 法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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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修訂廢除宣佈公告格式  

以下適用於內部公告 

<條例名稱> 廢除公告 (<日期 (格式：YYYYMMDD)>) ： 

 

經過全體委員會討論並付諸表決後，<條例名稱> 於今天在全體委員會獲得 1/2 議

事贊成廢除。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全體委員會或法案委員會查詢。 

 

發出單位：法案委員會 

 

以下適用於對外公開公告 

【條例廢除】【<條例名稱>】 

 

經過本機構決策會議討論後，<條例名稱> 已經於今天廢除。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本機構查詢 (請使用 Facebook / Discord) ，謝謝。 

 

HYPER GROUP 法案委員會 

 

附件 D：法規制定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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