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作为一名学生干事，你将会主导 KCLSU 的工作。KCLSU 是一个民主性的慈善机构，代表超过 27,000 名学生，共有 150 名
工作人员。学生干事是一个全职的带薪职位；如果今年不是你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你需要休学一年方可担任此工作。

有五个学生干事的职位可供选择：
主席
KCLSU 受托管理委员会主席，引领 KCLSU 和委员会的工作，同时还负责 KCLSU 首席执行官的绩效管理。作为 KCLSU 的主
要代表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全国会议。作为理事会的成员出席 King’s College London 的理事会会议。
主管活动与发展工作的副主席
主管学生活动、社团和俱乐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
主管教育（人文艺术和科学）的副主席（只有来自艺术和人文学科、法学院、NMS 或 SSPP 的学生可以承担这项工
作）。
主管人文艺术与科学专业学生的教育体验的主要负责人
主管教育（医疗）的副主席（只有来自牙科、生命科学与医学，IoPPN 或护理及助产士院系学生可以承担这项工作）。
主管医疗专业学生的教育体验的主要负责人
主管健康和社区的副主席
主管促进学生健康和弱势学生群体发展的负责人

所有学生干事职位均涉及下列职责：
激励学生参与
建立学生人际网络和发展友谊，将 King’s College London 的成员联系起来。
 积极与学生进行经常性互动，包括远程和面对面的联系。
 开发举措和创造机会，在全年中广泛接触学生。
 参加和支持有关的学生会议和活动。
建设学生社区
参加学生团体并支持学生们组织的活动，建立和加强包容性的学生社区。
 在 King’s College London 促进思想解放、信仰和文化，崇尚多样性，并与学生和学生领袖合作以建立一个具
有包容性的学生会。
 鼓励、认可现有的和新兴的学生活动、社团和俱乐部的工作，并与其携手前行。
 通过加强和促进学生们组织的活动，建立本地和 King’s College London 的学生社区。
扩大学生意见的影响力
建立学生、KCLSU、King’s College London 和外部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鼓励和倡导学生畅所欲言，并努力改善学生
体验。
 与学生领袖和社团一起努力，促进和支持他们与其学生群体、KCL 和 KCLSU 进行有效的互动。
 参加 King’s College London 的学术和学校产业委员会会议，以确保在讨论、审议和决策的建议中加入学生的
观点。
 在学生、KCL 和 KCLSU 之间创建伙伴关系，共同拟定、接纳和开发举措以提高目前和未来的学生体验。
授权由学生主导的倡议活动
与学生一起举行倡议活动，使我们各类学生社区（学术、思想自由和国际学生）的教育和福利的需求得到满足。
 与学生一道开发由学生主导的倡议活动和宣言承诺，并付诸实施。
 支持那些致力于为 King’s College London 学生提供服务以获得有益进步的学生，并赋予他们权力。
 在 King’s College London 内建立由学生主导的竞选文化。
促进由学生主导的学生会的发展
与学生一道引导学生会的工作，使之得到发展，为我们的所有成员和学生群体的需求服务。
 在开发 KCLSU 职能、服务和满足学生所需的工作中代表学生发表观点，确保学生会的可利用性、参与性和包容
性。




在 KCLSU，确保由学生主导的决策兼具包容性、有效性、透明性和有责任性，赋予学生权力以引领和塑造他们
的学生会。
帮助 KCLSU 加强与我们的学生、King’s College London、全国学生联合会、媒体和其他外部机构的关系。

KCLSU 的受托管理人
受托管理人是受托管理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是 KCLSU 的最高决策部门。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包括确保我们的学生会遵
循一个清晰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同时确保 KCLSU 遵守所有法律、财务和监管的合规要求。

选举过程
分步指南
1. 提名自己




提名将于
上午 10 时开始，提名开始后，你可以登录至 kclsu.org/elections，点击
“KCLSU 春季选举”，然后点击“参加竞选”（Stand in Election）
确保你的详细信息是正确的，然后点击“保存”
向下滚动至你希望竞选的职位，点击“参加竞选（Stand）”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任何问题，请尽快发邮件至 elections@kclsu.org

2. 出席信息传达会
参加候选人信息传达会，以下时间任选其一，
8th Floor, South East Wing ，或
Guys campus。

下午 5.30-6.30 时，Activity Room D, Bush House,
中午 12 时 – 下午 1 时，Activity Room 5, West Wing,

你必须参加其中的一个信息传达会，如果你不能参加任何一个会议，请尽快发电邮至 elections@kclsu.org
在信息传达会上，我们会讲解选举程序、行为规范、竞选技巧和支持举措。

3. 写下你的宣言
一旦你提名自己参加竞选后，你即可以上传你的书面宣言，方法是：
 登录至 kclsu.org/elections，然后向下滚动点击“检查提名内容”
 向下滚动至位于“宣言”下方的“上传”
 您可以通过单击“选择文件”、“上传”来上传自己的照片
 你可以直接将你的宣言写入文本框中
 你可以通过点击顶部工具栏上的 YouTube 图标嵌入 YouTube 视频：



你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图片图标将图片上传至宣言框中。点击“浏览服务器”，然后选择你的照片。 照片
不得大于 1MB 并应是 jpeg 格式的。



你可以嵌入转至其他网站的链接，先选择要插入链接的单词，然后单击工具栏上的超级链接图标：

上传宣言没有规定的截止日期，但我们强烈建议你于

中午 12 时候选人公布之前完成上传。

4. 启动竞选宣传
中午 12 时候选人公布后，你的竞选宣传活动就可以开始了！在候选人公布之前，你不能启动竞
选宣传活动 – 详情请参加下列 候选人行为规范。

5. 获得选票
投票于





上午 10 时开始，
下午 5 时结束。 King College 学生投票的方法如下：
登录
网址是 kclsu.org/elections
点击“立即投票”
有些职位要求学生先自我界定，以便投票 - 他们可以点击“个人资料”以完成这个步骤。

票数将于
晚上 8 时在 Shack, Bush House 宣布。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随时通过电邮联系我们
elections@kclsu.org。

候选人行为规范
参加 KCLSU 选举意味着你要遵守下列行为规范（同意关于选举过程中的举止和行为的规定）。提名自己为候选人意味着
你同意这一行为规范 - 我们还会在候选人信息传达会上重申这方面内容。
以下是被禁止的活动 – 根据选举/全民投票纪律处分程序 ，如果从事这些活动，你将会面临纪律处分。
被禁止的候选人宣传或竞选宣传活动
 由候选人或竞选团队在竞选启动之前开展竞选活动
 宣传活动内容显示在非指定的 KCLSU 和 KCL 空间，或未经允许发布这些内容
 宣传活动使 KCLSU 或 KCL 的财产遭到损坏
 宣传活动的花费超过竞选开支上限。
诽谤另一候选人或其竞选活动
 破坏其他人的竞选材料
 就另一名候选人或其竞选进行负面宣传。
反社会和恐吓行为，或者任何违反 KCLSU 安全环境政策的行为
 候选人或竞选团队试图影响或干涉学生投票
 对他人有破坏性的竞选宣传活动
 在竞选宣传中采用不当的，有威胁性、骚扰性或冒犯性的行为或语言；无论是书面（包括电子）或口头形式
 在竞选宣传中使用恐吓或歧视性的行为或语言活动；无论是书面（包括电子）或口头形式
 可能有犯罪倾向和/或触犯法律的竞选宣传活动。
被禁止的代言支持
 未经授权使用 KCLSU 品牌
 允许 King’s College London 或 KCLSU 的员工，利用其职务之便，或使用其作为工作人员的权限/接触信息的
便利为某候选人或其竞选活动提供支持
 邀请非 KCLSU 成员的人士在 KCL 或 KCLSU 工作场所开展竞选宣传
 接受任何形式的赞助或捐赠，无论是金钱、礼物或是实物。

花费
候选人的宣传材料花费不得超过£50。
附录 1 中包含了一个候选人费用表，你应该随时更新其中的内容。
不能提交竞选费用表和收据的候选人将不能当选。

Candidate
Position

Campaign item/material

Quantity of
item

Paper
Based
(Yes/No)

Receipt
attached
(Yes/No)

Collective
cost of
item(s)

Total Cost of Campaign (not exceeding £50)

Signed

.............................................................

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