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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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檔案名稱＿中文姓名)，所

有遞交的文件必須清晰及跟據報名表格所填寫之次序排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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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sahk@hkytsa.org 。請於標題註明「香港十

大傑出大專學生選舉 2022 提名表格」及候選人的中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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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月 14 日 



重要通知（二） 
 

因應現時疫情關係，「香港十大傑出大專學生選舉 2022」的截止報名日期將延

後至 2022 年 4 月 22 日下午 5 時正，以便候選人有充足時間準備所需文件。原

有的提名表格仍然適用，將不作修改。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2022 年 3 月 4 日 



么香港青年大專畢生協會
Hong Kong Youth & Tertiary Students Association 

HKVTSA 

請仔細閱讀以下指引：

1. 請直接在本電子表格上填寫資料，然後單面列印本表格，再於各簽署欄目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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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附件和其他額外頁須同時提交正本及電子副本。電子副本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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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切勿更改本表格格式。

香港十大傑出大專學生選舉2022

提名表格

第一部分：由候選人填寫
(A) 候選人個人資料

(中文) (英文)

本欄只供內部使用

編號︰
收件日︰
收件者︰

性別︰ 出生日期︰

候選人姓名：

年齡︰

出生地點︰

香港身份證號碼︰

地址 (中文正楷)︰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Facebook ID︰

國籍︰ 面試選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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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提供身份證正背兩面的副本）

手提電話︰

Instagram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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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及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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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GPA

第1頁

請按上方框架位置以
貼上 / 上傳彩色個人照

（需與身份證上的姓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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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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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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頁



第4頁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及嚴峻的疫情發展，作為香港青年人應如何發揮自身力量，促進香港可持
續的經濟發展及融入國家發展藍圖？（不少於五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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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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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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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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短片超過三分鐘，有關項目將不予以評分)

3. 須清晰展示候選人的容貌 (至少30秒時間清晰展示容貌，僅展示個人相片將不獲接受)
4. 須儲存於隨身記憶棒內

如有刑事紀錄，請在此欄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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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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姓名 ：

機構及職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與候選人關係︰

與候選人認識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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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諮詢人

（中文）姓名 ：

機構及職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與候選人關係︰

與候選人認識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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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之候選人。

3. 本人同意及確認主辦方及評審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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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所作之一切決定為最後裁決。

6. 如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大專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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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

他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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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披露。

候選人簽署︰ 日期︰

（如候選人未滿十八歲，需家長或監護人於下方簽名確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請用中文正楷）︰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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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由提名人填寫（個人、學校或機構）

請仔細閱讀以下指引：

1. 自薦者不需要填寫此部分。
2. 提名人不能與諮詢人為同一人。
3. 提名人必須為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學校團體或香港合資格的註冊機構。
4. 每位提名人之提名人數不限，即可提名多於一位學生參加是次活動。每名參選學生只可選擇一位提名人，其他人士建議使用推薦信

形式遞交。

提名相關資料

提名類別︰

個人身份提名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請選擇適當的提名類別 - 機構提名、學校提名或個人身份提名）

（若選擇以機構或學校名義提名候選人，請於下方填上學校 / 機構名稱）

香港身份證號碼（英文字母及首 3 位數字）：

(如適用）

年齡︰

所屬學校 / 機構名稱（如適用）︰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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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候選人認識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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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人簽署及蓋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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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祖國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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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 本活動旨在發掘、表揚及培育具潛質及心系社會及關心祖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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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大專學生肩負更重要的使命，貢獻社會，締造更美好的未來；及

 激勵大專學生在個人學業及社會服務方面更積極進取；及

 加強大專學生對祖國未來發展的關注，突顯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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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對象︰

截止提名時間 
2022 年 4 月 22日
下午5時正 

面試日期 
初選   

2022 年 5月（日子有待公佈）

 複選   

2022 年 6 月 9-10 日 

網上投票開放時間 
2022 年 6 月 17 日 

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 

頒獎禮日期 
202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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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候選人彩色免冠證件相片一張

□ 候選人身分證正背兩面副本

□ 候選人相關文件證明，如學生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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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評審委員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GBM, GBS, JP （前立法會主席）

評審委會員成員 (按姓氏筆劃排名)

方力申先生（演藝名人、前香港游泳隊代表）

李詠怡女士（粵豐環保電力有限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顥伊博士, JP（香港特殊奧運會主席、百欣慈善基金行政總裁） 

黃玉山教授, SBS, BBS, JP（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研究資助局主席）

黃金寶先生, SBS, MH（前香港單車隊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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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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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sahk@hkytsa.org 

網址：www.hkytsa.org/otsahk/otsahk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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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簽署



補充資料部分（如有前頁未有足夠位置填寫資料，請於本頁填寫）



補充資料部分（如有前頁未有足夠位置填寫資料，請於本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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