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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一） 

 

因疫情關係，現加設電子遞交提名表格渠道，詳情如下： 

1. 原有表格仍然適用，將不作修改。 

2. 候選人或提名人除可親身或郵寄到本辦事處外，亦可以電郵方式遞交提名表

格及相關證明文件。請清楚標註附件的名稱。 

3. 自我介紹短片除可儲存於隨身記憶棒內，亦可以上載到雲端平台並請提供連

結以供主辦方下載。請確保該連結可順利下載，如主辦方未能下載成功，將

有可能影響參選資格。 

4. 如以電郵方式遞交，請發送至 info@hkytsa.org。請於標題註明「香港十大

傑出大專學生選舉提名表格」及候選人的姓名。 

 

如對本通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71 7621 與職員聯絡。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202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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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大傑出大專學生選舉 
 

提名表格 
 

請仔細閱讀以下指引： 

1. 請單面列印此表格，並以正楷及藍色原子筆清楚填寫所有部分。 

2. 如於下文提供的資料如有不清晰、不正確或不齊備，我們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3. 如有需要，請另加 A4 紙張提供有關資料，並視乎情況在相關項目填上「不適用」。 

4. 本提名表格正本，連同附件和其他額外頁及候選人之自我介紹短片須同時提交。自我介紹短片須儲存於隨身記憶棒內。 

5. 如以郵寄方式遞交此申請表格，請確保已支付足夠郵資，並附上回郵地址。郵資不足或有任何其他問題的郵件概不受理。 

6. 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的提名表格將不會被接納。 
 

第一部分：由候選人填寫 

(A) 候選人個人資料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彩色相片） 
年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試選用語言（英語/粵語/普通話）：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選人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持單程證來港未滿七年之香港居民） 

（請提供正背兩面副本） 

地址（中文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cebo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stagram：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教育及專業資歷（請由較近年次開始填寫） 

教育程度 學校名稱及資歷 （請提供相關文件以供核實） 學歷（年份） 

大學/大專   

中學   

小學   

其他   

本欄只供內部用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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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與團體及志願社會服務資料（請由較近年次開始填寫） 

所屬團體 曾任職位/年份 社會服務資料 成就/貢獻 

    

    

    

 

(D) 其他 

請依次列舉及提供有關文件證明閣下之成就/貢獻，例如：獎狀、榮譽或推薦信等。 

 

 

 

 

請列寫閣下對自身未來發展和目標的期許及簡述如何達到（不少於五百字）。 

 

 

 

 

 

 

請列寫閣下對大灣區未來發展的看法和建議（不少於五百字）。 

 

 

 

 

 

 

過去你曾否參加其他類型的選舉比賽？如有，請列出比賽之名稱、舉辦方、年份及名次。 

 

 

 

 

你曾否有刑事紀錄？       □ 是       □ 否 

註：如有刑事紀錄，請簡述情況。有刑事紀錄不一定會成為參加本選擇之障礙。 

請提供一段自我介紹短片，規格如下： 

1. 格式為橫向 16：9 

2. 時限為三分鐘，形式及內容不限 

3. 須清晰展示候選人的容貌 

4. 須儲存於隨身記憶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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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諮詢人（請確保已得到以下人士允許作候選人之諮詢人） 

第一位諮詢人 第二位諮詢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機構及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及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候選人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候選人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候選人相識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候選人相識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 諮詢人需年滿 21 歲或以上。 

2. 建議諮詢人和候選人非近親關係 

3. 請注意，在有需要時，主辦方將聯絡諮詢人查詢候選人所提供的資料，請諮詢人確保一切溝通內容必須保密。 

 

聲明 

1. 本人確認本表格及所有提供之附件上的資料皆為真確。本人允許主辦方公開此等資料及附件（包括自我介紹短片）。 

2. 本人同意遵守一切選舉規則及願意接受提名「香港十大傑出大專學生選舉」之候選人。 

3. 本人同意及確認主辦方及評審團對本人之資料作審核及向諮詢人和有關機構作進一步資料查詢。 

4. 本人將出席由主辦方所安排的初選面試及複選面試。 

5. 本人同意主辦方及評審團所作之一切決定為最後裁決。 

6. 如獲選為傑出大專學生，本人同意將結果保密，直至主辦方作正式公佈，亦同意出席由主辦方舉辦之頒獎典禮。 

7. 本人同意此表格上的所有資料以及所有提交之文件及資料將向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及評審團披露。 

 

候選人簽署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候選人未滿十八歲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請用中文正楷）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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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由提名人填寫（個人、學校或機構）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仔細閱讀以下指引： 

1. 自薦者不需要填寫此部分。 

2. 提名人必須為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學校團體或香港合資格的註冊機構。 
 

提名人資料（個人 / 學校 / 機構）* 

個人身份提名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年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英文字母及首 3 位數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學校/機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學校/辦事處/住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候選人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候選人認識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舉候選人在學業、學術及/或社會服務上之傑出成就及其熱誠。並簡述候選人在日常學習上所表現的真誠。 

 

 

 

 

你為何認為候選人之表現傑出？有沒有任何人士或團體因候選人的表現而獲益？ 

 

 

 

 

候選人的傑出表現是否對其本人之學術有所提升，或推動香港社會發展及/或大灣區未來發展？ 

 

 

 

 

 

提名人簽署及蓋章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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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活動旨在發掘、表揚及培育具潛質及心系社會及關心大灣區未來發展的大專學生，以推動學生的全人發展

及突出家國情懷，並鼓勵及啟發更多學生以得獎者為榜樣，願意為社會作出承擔及貢獻。活動目的如下： 

 表揚在學術上取得卓越成績及對社會有特殊貢獻的大專學生及大學生；及 

 鼓勵大專學生及大學生肩負更重要的使命，貢獻社會，締造更美好的未來；及 

 激勵大專學生及大學生在個人學業及社會服務方面更積極進取；及 

 加強大專學生及大學生對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關注，突顯家國情懷。 

 

對象 

 

 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持單程證來港未住滿七年之香港居民；及 

 現於香港就讀全日制大專課程的學生或本港認可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 

 

截止提名時間 

2021 年 6 月 7 日 

面試日期 

初選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16 日 

複選   

2021 年 8 月 2 日至 6 日 

 

網上投票開放時間 

2021 年 8 月 30 日 

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 

 

頒獎禮日期 

2021 年 10 月 

（日子有待公佈） 

請將提名表格及以下文件一併交回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 號青年廣場 8 樓 804 室 -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辦事處 

□  提名表格正本（單面列印） 

□  候選人彩色相片一張 

□  候選人身分證正背兩面副本 

□  候選人相關文件證明，如成績表、獎狀或推薦信等 

□  候選人的自我介紹短片（須儲存於隨身記憶棒內） 

□  另加紙張提供有關資料（如適用，請使用 A4 紙張單面影印） 

 

提交方法 

(1) 候選人自薦 

請親身前往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辦事處提交 

 

(2) 由個人或本港院校或本港合資格的註冊機構提名 

請親身前往或郵寄至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辦事處 

請於信封面表明「香港十大傑出大專學生選舉」 

 

查詢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電話：2771 7621（WhatsApp：6858 9610） 

傳真：2771 7691 

電郵：info@hkytsa.org 

網址：www.hkytsa.org 

評審委員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JP 

 

評審委會員成員 (按姓氏筆劃排名) 

王祖藍先生 

王駿教授 

李帆風先生 

姚柏良先生, MH 

霍啟剛先生, JP  

 

選舉結果以評審團之決定為最終決定，候選人不可異議。根據

本會評分準則及指引，若評審認識候選人，評審必須向評審團

申報，並且不會參與相關候選人的提問及討論。 

重要事項 

 請確保已填寫本表格所有部分並附上相關文件以

作評審。若經證實候選人虛報資料，主辦機構有權

取消候選人資格或收回所頒獎項。 

 所有提交之文件資料及物件，恕不退還，並在活動

後三個月內銷毀。請自行保留文件紀錄。 

 本選舉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受《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保護。 

 主辦機構有權於合理情況及遵照選舉目的精神下，

修訂上述所有規則或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