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2 

※主辦機構簡介※ 

東九龍青年社 (East Kowloon Youth Society) 慈善團體註冊編號：91/12776 

簡介： 

    本社為非牟利地區青少年組織，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由一群熱心社會工作的年青人籌組成立，

並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以有限公司形成註冊成為慈善機構，會址設於黃大仙區。 

 

宗旨： 

    關心青少年成長，發揚青年關心社會服務社區精神，推廣文娛康體活動，發揮青年潛能，增強

青年對社會的使命感及責任感。 

    本社成立至今，承蒙各社區團體及社區人士的支持，在各位會員和義工的努力和付出下，其間

先後在推廣文娛康樂活動及推動國民教育方面舉辦不同類型的大型活動，如： 

 文娛康樂活動 

「挑戰新一代」歌唱大賽、黃大仙城市定向比賽、「美善之都．水墨階梯」—黃大仙區社區藝

術計劃 

 青年領袖活動 

夢想「領」航系列活動、「認識基本法@你我齊參與」系列活動、「關愛．我家黃大仙」系列活

動、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惜食」新世代系列活動 

 社會服務活動 

關愛社區大行動、施比受更有福、共融社區關愛行動、「認識基本法，齊頌祖國心」 

 國民教育活動 

我們這一家－青年領袖計劃、家國共融—青年領袖計劃、施政論壇 

 文化交流活動 

台灣社會文化考察之旅、北京內蒙考察之旅、海南文化考察之旅、巴蜀文化體驗之旅、「潮人

文化  歷史探究」潮州文化考察之旅、「齊魯文化始終尋」山東文化考察之旅、北京哈爾濱文

化考察之旅、贛鄱農村體驗．江西義教團等 

    

    同時，本社亦曾舉辦班組及青年培訓活動，廣受青年朋友歡迎，上述的「挑戰新一代」歌唱大

賽更受到民政事務處的嘉許。在參與社區事務方面，本社經常參加地區民生工作及慈善活動外，更

積極推動青年人參與社會活動、如立法會選舉、區議會選舉、舉辦政制發展及青少年工作研討會等，

本社曾進行多次問卷調查，其中包括收集年青人對「政制發展」及「施政報告」等問題的意見，調

查結果及意見書已呈交民政事務局，並得到重視及讚許。 

網址：http://www.ekys.org.hk     Facebook：東九龍青年社    Instagram：EKY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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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構簡介※ 

黃大仙區傑出學生協會 (Wong Tai Sin Outstanding Students Association) 

簡介： 

    黃大仙區傑出學生協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成立，並由歷屆傑出學生選舉得獎者組成。

本會宗旨為鼓勵學生關心、參與社會事務，促進區內學生之間的合作及交流，為區內學生提供文化、

康樂及體育運動。傑生會成立至今，會務不斷發展。本會積極舉辦或參與各類型活動，例如黃大仙

區傑出學生選舉、通識智激鬥問答比賽、年宵攤位、領袖訓練營、義教及交流團等，讓學生得到全

能發展。 

黃大仙青年義工團 (Wong Tai Sin Youth Volunteer Association) 

簡介： 

    黃大仙青年義工團為一個註冊的非牟利青年義工團體，由一班熱心社會服務的年青人組成，透

過招募青年義工，提供培訓，使他們學會共融互助的精神。同時透過提供平台，發揮自己的潛能，

服務社區。 

宗旨：(1) 發揚共融互助的精神，為社會服務。 

      (2) 提供平台，讓青年人參與其中，培養成為青年領袖。 

      (3) 舉辦國內交流考察活動，增進青年對祖國的認識，促進兩地青年友誼。 

黃大仙青年力量發展協會 (Wong Tai Sin Youth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簡介： 

    黃大仙青年力量發展協會於 2007 年成立，為一個非牟利協會。核心執行會務委員會由地區熱

心人仕及青年組成。  

宗旨：(1) 關心祖國發展，推廣國民教育，加強青年對社區、社會及國家事務的認知。 

      (2) 提倡服務精神，扶助弱小，促進社區平衡發展。 

      (3) 拓展視野，加強個人競爭力，立足社會，發展個人事業，從而回饋社會。 

黃大仙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Wong Tai Sin Association of Youth Development) 

簡介： 

   青少年期是形成個人認同感、發展個人獨立的時期。青少年獲得認同，便會產生安全感，建立

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機會和環境 ─ 舉辦交流活動、國民教育、音樂節、運

動項目、個人計劃等多元化的活動，致力培訓青少年，從而幫助和鼓勵青少年建立自信，提高自我

形象，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 價值觀、健康發展，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繼而貢獻香港、貢獻國

家。 

    2009 年，本會更創立德育發展中心，為青少年紀律訓練提供合適場所，積極推展青少年德育

培訓，培養青少年自律自省、勇於承擔的良好素質。 

    本會在全港十八區均設有分區協會，由對青少年工作充滿熱誠的地區人士組成，貫徹本會宗

旨，於全港推行活動。拓展視野，加強個人競爭力，立足社會，發展個人事業，從而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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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支持機構※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黃大仙區中學校長會 黃大仙區小學校長會 

※選舉章程※ 

● 活動目的 

  黃大仙區學校多年來作育英才，當中不乏多才多藝、允文允武、品德兼優的優秀學生，更樂此

不疲熱誠服務社群、關心社會及國家大事，甚至立志貢獻社區。 

  作為區內主要的青年團體，本著「服務社區、建設社區、享受社區」的宗旨，進一步在學界推

廣積極上進及貢獻社會的風氣，故本社舉辦「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選出表現傑出的學生，以

示嘉許。藉此鼓勵區內學生能以他們為榜樣，努力學習，裝備自己，將來貢獻社會。 
● 歷屆參與學校 

以下排名不分先後：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黃大仙官立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天主教伍華小學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天主教博智小學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聖公會基德小學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聖母小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聖博德小學 

保良局錦泰小學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浸信會天虹小學 嘉諾撒小學 

真鐸學校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彩雲聖若瑟小學 福德學校 

華德學校 
 

 

 

 



P.5 

● 參選資格 

於黃大仙區就讀的小學生 (歷屆得獎者不得再次參與) 

(1)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 (每間學校名額最多 4 名) 

● 參選方法 

(1) 報名表格將郵寄至各學校；亦可前往本社索取或於本社網站下載； 

(2) 填妥本報名表格後，於截止日期前郵寄或親身遞交到本社(傳真報名恕不受理)； 

(3) 報名表必須附有參賽者近照乙張； 

(4) 參賽者必須提供最少一份由其就讀學校校長、老師、地區人士或課外活動負責人填

寫的推薦書； 

(5) 參賽者於報名表內甲至戊部所提供的資料須由校長或老師簽署，並蓋上學校印章以

作核實(如有爭議，本社保留最後決定權)。 

● 評審團 

評審團分為初審和決賽(面試)評判團，本社將邀請教育局、民政事務處、廉政公署、警務處、

社會福利署、區議員、校長、大專院校教授、及社會福利團體代表出任評委。評委根據參賽者的個

人表現及素質、品德、學業成績、課餘活動及對社會公益事務的熱誠而作出評審。 

● 選拔標準 

基本準則： 

(1) 品性端正，守法重紀，能為同學楷模者、師生所推崇者； 

(2) 綜合表現優異，操行成績優良； 

(3) 積極參加校內外各種活動，熱心服務，並有卓越表現者； 

(4) 需達致基礎而全面性的表現，包括學業及體藝等各方面。 

初賽準則： 

(1) 以參賽者提供的各方面成就，如體育、音樂及藝術等； 

(2) 校內成績良好； 

(3) 具有領導才能，如在校內擔任風紀或取得各項傑出獎項等； 

(4) 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5) 推薦信內容； 

(6) 在初賽評審中，最高分的首二十五名參選學生及每間學校最高分的一名學生，將參與決

賽，總數上限為四十人。 

決賽準則： 

(1) 報名表上提交的資料； 

(2) 面試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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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及獎品 

獎項： 

(1) 「傑出學生」十名 

(2) 「優秀學生」若干名 

獎品： 

(1) 優勝首十名學生將獲發「傑出學生」嘉許證書，及若干名學生可獲發「優秀學生」嘉許證

書 

(2) 各參與學校均可獲紀念品乙份 

● 比賽及活動流程 

(1)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 

(2) 入圍評審  ：2018 年 4 月中 

(3) 面試日期  ：2018 年 5 月 19 及 20 日 

(4) 公佈結果  ：2018 年 6 月 11 日 

(5) 活動工作坊：2018 年 7 月 7 或 8 日 

(6) 領袖訓練營：2018 年 7 月 21 至 22 日(暫定) 

(7) 頒獎典禮  ：2018 年 10 月 14 日 

※參加者必須以上選舉活動（面試日、活動工作坊、領袖訓練營、頒獎典禮），如未能出席者，

需由學校及家長提供請假證明文件。 

● 參選規則 

參加者必須遵守大會制定的所有選舉規則； 

(1) 參加者必須出席整個選舉的輪選程序，否則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者資格； 

(2) 參加者必須服從評判團所作出的決定； 

(3) 得獎者必須出席是次選舉的活動及頒獎禮； 

(4) 大會保留一切有關選舉守則的修改權利。 

※查詢及報名※ 

報名：九龍黃大仙黃大仙下邨龍吉樓地下(東九龍青年社綜合青年服務中心) 

查詢：35637790  傳真：35637791  電郵：info@ekys.org.hk 

網上下載報名表格：http://www.ekys.org.hk 

 

 



P.7 

 

東九龍青年社 主辦 

第十一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小學組報名表格 

甲、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English)                      

性別：    ○男  ○女            就讀年級：                     

出生日期：                      年    齡：                     

聯絡電話：(住宅)                 (手   機)                      

聯絡地址：(中文) 香港/九龍/新界               區             街/道             邨/苑 

                              樓/座           樓           室 

電郵地址：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與學生關係：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清楚瞭解是次選舉的所有規則，願意接受評選團之決定為最

後決定，並授權使用上述個人資料於是次選舉及相關活動上。而於本申請表中的所有資料均真確無

誤，絕無訛騙。如所報資料不盡不實，本人明白可被取消參選資格及獲獎權。 

 

為配合《2012 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及為能繼續與閣下保持聯繫及接收本會是次活動的資訊。在獲得你的同意後，我們

將會使用閣下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透過不同的聯絡方式如電郵、郵寄、電話或短訊等，與你聯繫及用作上述用途。而  閣下亦

同意你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被本會是次活動之協辦機構用作上述用途。你亦可以隨時選擇在資料的使用上另有安排，或日後除必要

通知外不希望接收其他資訊，請通知我們，我們不會因此收取費用。 

 

□ 本人同意我的個人資料被用作是次活動或相關活動之上述用途。 

學生簽署：                               日期：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如你不在空格加「」但在上欄簽署，即表示不反對(即同意)被加入聯絡名單，因此，你須在簽署前小心閱讀。 

乙、 學校資料 

校名：(中文)                                                                          

      (English)                                                                       

學校電話：                                學校聯絡人：                               

學校地址：                                                                           

校長簽署：                                學校蓋章：                                 

 

 

 

在此貼 

上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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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自我介紹 

例：我如何勝任傑出學生、我如何貢獻黃大仙 (六百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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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推薦信 (6%，每封佔 2%) 

                                                                                      

                                                                                      
                                                                                      
                                                                                      
                                                                                      
                                                                                      
                                                                                      
                                                                                      
                                                                                      
                                                                                      
                                                                                      
                                                                                      
                                                                                      
                                                                                      
                                                                                      
                                                                                      
                                                                                      
                                                                                      
                                                                                      
                                                                                      
                                                                                      
                                                                                      
                                                                                      
                                                                                      
                                                                                      

 

 

推薦人姓名：                             任職學校/機構職位：                             

任職學校／機構名稱：                                                                    

推薦人簽署：                             學校／機構蓋章：                               

日期：                                                                                  

※只需填寫表格適用之位置；如表格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有關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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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成績及獎項 (共 94%)  

（一） 學業成績及成就 ---------------------------------------------------------------------- (30%) 

(請填寫最近 3 次的考試成績/品行) 

 成績/獎項 

校內學業成績/品行  成績 排名 曾獲獎項或稱許(如適用) 

全班 全級 

例：六年級考試排名     --  1/40 1/160 成績優良獎  

例：操行 A   --   -- 優點一個  

     

     

     

     

     

     

     

     

 

 (請填寫最近 3 年的成就)   

   性質 

頒獎機構 項目名稱 成就/獎項 年份 國際 全港 校際 班際 其他 

例：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個人獎： 金獎 2017      

         

         

         

         

         

         

         

         

 
 
 
 
                                                                                        

              同學簽署                   校長／老師簽署 

※只需填寫表格適用之位置；如表格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有關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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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體藝項目 ------------------------------------------------------------------------------- (30%)  

  (請填寫最近 3 年的成績/獎項)                       

體育 
  性質 

頒獎機構 項目名稱 成績/獎項 年份 國際 全港 校際 班際 其他 

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

比賽 
100 米：冠軍 2016-

2017 
     

         

         

         

         

         

         

         

         

         

         

 

  (請填寫最近 3 年的成績/獎項) 

藝術 
  性質 

頒獎機構 項目名稱 成績/獎項/ 

認可資格 

年份 國際 全港 校際 班際 其他 

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九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普通

話朗誦比賽 

個人組-亞軍 2017      

         

         

         

         

         

         

         

 
 
 
                                                                                        

              同學簽署                   校長／老師簽署 

※只需填寫表格適用之位置；如表格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有關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6%B8%AF%E9%9F%B3%E6%A8%82%E5%8F%8A%E6%9C%97%E8%AA%A6%E5%8D%94%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6%B8%AF%E9%9F%B3%E6%A8%82%E5%8F%8A%E6%9C%97%E8%AA%A6%E5%8D%94%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B%AC%E5%94%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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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區服務 ------------------------------------------------------------------------------- (30%) 

 (請填寫最近 3 年的義工服務紀錄) 

 參與紀錄 獲獎紀錄 

服務／頒獎機構 活動名稱 職位 年份 獎項 (如適用) 年份 

例：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 2017 金章-嘉許狀 (200 小時) 2017 

例：學校 新春嘉年華 義工 2017 --  

      

      

      

      

      

      

      

      

      

      

      

 
     

（四） 其它  ---------------------------------------------------------------------------------- (4%)  

(請填寫最近 3 年的成績) 

項目 稱許 年份 補充 

例: 中山香港青年交流計劃 學校代表交流生 2017 - 

    

    

    

    

    

    

 
 
 
 
 
 
                                                                                        

              同學簽署                   校長／老師簽署 

※只需填寫表格適用之位置；如表格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有關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