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樂社 主辦
主辦

申請指引及報名表格
甲部

計劃詳情

目的
對學業成績理想、有上進心、樂意服務社群的學生給予獎勵，鼓勵他們努力學習，奮發向上，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對象
1. 全港中一至中三學生
2. 歡迎學校推薦同學參選。同學亦可自行申請，唯須邀請校方提交「學校推薦表格」。
3. 過往參選者或得獎者亦可再度申請。

評審標準
評審委員將會以申請人的家庭及經濟狀況、學業成績、操行、和服務社群的熱誠為甄選標準。（有需要時會進行家訪）

評審委員（以姓名英文字母序）
• 陳慶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

• 陳加才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師

• 陳文年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地球系統科學課程助理教授

• 趙宏健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科技學部講師

• 朱明中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教授

• 郭婉鳳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紫霞樓名譽舍監

• 林漢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 林昱志先生

「良師香港 Teach For Hong Kong」項目主任

• 劉國智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專業顧問

• 麥志強校長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前校長

• 湯兆昇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

• 黃萱庭女士

行樂社主席

• 黃永德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 易卓邦先生

「數碼傳訊創作計劃 The Next Influencers」聯合創辦人

• 余英傑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講師

本頁毋需提交，請保留用作查閱。

新亞書院紫霞樓舍監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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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申請程序

重要注意事項
（能遵照下列要求的申請書將獲特別加分，提昇入選機會）
1. 申請人為學生本人，而申請人及申請人父、母或監護人均需簽署申請表格。
2. 申請表上各項均須填寫，如不適用，請填上「沒有」或「不適用」。
3. 所有資料必須據實填寫，如有虛報，不單申請資格會被取消，情節嚴重者可被送官究辦。
4. 自述文章（中英均可）必須由申請人親筆書寫，切勿以電腦打印。師長可以提供意見或指導，但不宜直接替申請人
潤飾、改寫。
5. 「學校推薦表格」必須由校方填寫及直接提交一式兩份予本社。
6. 填妥之表格，必須連同以下文件（印在 A4 紙上，並整齊釘裝），一式共兩份，一併寄回本社郵箱，地址：中環郵
政信箱 5722 號：
• 申請人及申請人父、母或監護人身份證副本（印在同一頁上）（有關身份證副本在完成評審後會被銷毀）。
• 不少於 300 字的自述文章。
7. 沒有要求提交的文件無需提供。
8. 報名於 2019 年 2 月 28 日截止，逾期交表恕不受理。
9. 評選結果以評審委員會之決定為準，申請人不得異議。

評審及結果
1. 所有申請經初選後會選出入圍者若干名，參與將於 4 月 13 日（六）舉行的面試。
2. 獲選參加面試之申請人必須攜帶以下文件正本供本社核查：
• 申請人父母或供養人最近 1 年的銀行戶口紀錄，或最近 3 個月強積金供款紀錄。如申請者家庭為綜援受助家
庭，須帶備相關證明文件。
• 申請人最近兩個學期的成績表、校內 / 外課外活動及義工服務紀錄（最重要的 5 項服務及課外活動證明）。
3. 入圍面試及最終得獎同學會獲個別通知，面試結果將於 4 月 30 日（二）在行樂社網頁公佈。

獎學金得主之義務
1. 得獎者必須參與於 2019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暫定）舉行之交流營暨頒獎典禮，為期 3 日之活動費用全免。如
得獎者無合理理由而缺席交流營或頒獎典禮，本社保留取消其得獎資格之權利。
2. 得獎者須於參與交流營及頒獎典禮後一個月內，向本社呈交一篇不少於 500 字之得獎感受。文章有機會上載到本社
網頁供公眾瀏覽。
3. 得獎者將自動成為本獎勵計劃得獎同學會之會員，並有義務參與及協助本社籌辦的社會服務及公益活動。

丙部

關於行樂社

行樂社簡介
行樂社慈善基金（簡稱行樂社），於 2003 年由一群熱心服務社會的人士創立，旨在為弱勢社群提供援助，並於 2004
年成為香港特區政府認可之非牟利慈善機構。
想了解更多有關行樂社的資訊，可參閱本社網頁：www.uhh.org.hk 或 facebook 專頁：「行樂社 Unison Hope」。

聯絡資訊
電郵：

uhh_hk@yahoo.com.hk

傳真：

3015 8059

通訊地址： 香港中環郵政信箱 5722 號
查詢熱線： 9773 6638

黃萱庭

/

9361 1932

黃寶基

/

9640 0425

王創輝

備註：如有其他機構加入贊助 / 合辦本屆獎勵計劃，行樂社將在往後的宣傳品及文件中加上其團體名稱及標誌。

本頁毋需提交，請保留用作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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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
申請須知
• 申請人填寫申請表前請先細閱【申請指引】特別是「重要注意事項」部分。
• 申請人請據實並盡量詳盡地填寫本表。
• 請用正楷清楚填寫。

申請人相片

• 「＊」表示請將不適用字眼删除。另請於合適格 □ 內加上 ✓ 號。

A. 申請人（學生）資料
一）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男／女

出生日期：＿＿＿＿年＿＿月＿＿日

香港身分證號碼：＿＿＿＿＿＿＿＿＿
住址：＿＿＿＿＿＿＿＿＿＿＿＿＿＿＿＿＿＿＿＿＿＿＿＿＿＿＿＿＿＿＿＿＿＿＿＿＿＿＿＿＿＿＿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現就讀學校名稱：＿＿＿＿＿＿＿＿＿＿＿＿＿＿＿＿＿＿

現就讀班別：＿＿＿＿＿＿＿＿＿＿

現就讀學校地址：＿＿＿＿＿＿＿＿＿＿＿＿＿＿＿＿＿＿＿＿＿＿＿＿＿＿＿＿＿＿＿＿＿＿＿＿＿＿
過往曾否參加本社主辦之「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
是否曾得獎 ?

□否（請跳往第二部份）

□否（請跳往第二部份）

□是，得獎年份：＿＿＿＿＿

□是（接下題）

得獎金額：＿＿＿＿＿

二）個人自述
請申請學生另紙親筆書寫一篇不少於 300 字之自述。參考題目：《我的成長路》、《一次難忘的義工經驗》、
《反思》或任何可以有助了解申請人的題目。中英文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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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樂社 主辦
三）學業成績及操行評分
本學年上學期
滿分

成績

滿分

成績

全班人數

班中名次

全級人數

級中名次

班中名次

全級人數

級中名次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通識／中史
總成績
操行

上學年下學期
全班人數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通識／中史
總成績
操行

四）義工服務（請列出過去 24 個月內最主要的義工服務經驗，最多 5 項）
日期

主辦機構

服務對象／內容

24 個月內大約服務時數

五）課外活動（請列出過去 24 個月內最主要的課外活動，最多 5 項）
日期

主辦機構

課外活動內容

24 個月內大約參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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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請人（學生）家庭及經濟狀況（由父、母或監護人填寫）
一）父、母或監護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香港身分證／護照號碼／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性別：男／女
與申請人關係：＿＿＿＿

住址：＿＿＿＿＿＿＿＿＿＿＿＿＿＿＿＿＿＿＿＿＿＿＿＿＿＿＿＿＿＿＿＿＿＿＿＿＿＿＿＿＿＿＿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二）家庭特別狀況
單親家庭？ □是（請註明原因）  □否（請跳過原因部分）
原因：父母離異？

□是

□否

父 / 母＊ 歿？ □是

□否

其他原因 / 情況（請註明：＿＿＿＿＿＿＿＿＿＿＿＿＿＿＿＿＿＿）
父 / 母＊ 長期病患？ □是（請註明情況）

□否（請跳過情況部分）

父 / 母＊ 患病情況：＿＿＿＿＿＿＿＿＿＿＿＿＿＿＿＿＿＿＿＿＿＿＿＿＿
申請人有特殊 / 健康狀況？

□是（請註明狀況）

□否（請跳過狀況部分）

申請人的特殊 / 健康狀況：＿＿＿＿＿＿＿＿＿＿＿＿＿＿＿＿＿＿＿＿＿＿＿＿
三）家庭收入狀況
同住家庭成員人數（包括申請人在內）：＿＿＿人
家庭每月總收入：＿＿＿＿＿＿＿＿（如收入不穩定，請估計十二個月平均約數）
同住家庭成員姓名

與申請學生關係

職業

若為綜援受助家庭，每月獲援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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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樂社 主辦
三）家庭收入狀況（續）
家庭是否在香港擁有物業？ □否

□是，數目：＿＿＿

目前住所屬

□自置

□租賃

家庭是否有其他收入？

□否

□是，請註明＿＿＿＿＿＿＿＿＿＿＿＿

家庭是否有其他投資（如股票、基金、債劵）
？

□其他，請註明＿＿＿＿＿＿＿＿＿＿＿＿

□否

□是，請註明＿＿＿＿＿＿＿＿＿

四）家庭支出狀況
除同住成員外，有否供養其他人士？

□否

□是，請註明＿＿＿＿＿＿＿＿＿＿＿＿

家庭其他經濟負擔（如有，請註明）：＿＿＿＿＿＿＿＿＿＿＿＿＿＿＿＿＿＿＿＿＿＿＿＿＿＿＿＿＿
＿＿＿＿＿＿＿＿＿＿＿＿＿＿＿＿＿＿＿＿＿＿＿＿＿＿＿＿＿＿＿＿＿＿＿＿＿＿＿＿＿＿＿＿＿＿
＿＿＿＿＿＿＿＿＿＿＿＿＿＿＿＿＿＿＿＿＿＿＿＿＿＿＿＿＿＿＿＿＿＿＿＿＿＿＿＿＿＿＿＿＿＿
＿＿＿＿＿＿＿＿＿＿＿＿＿＿＿＿＿＿＿＿＿＿＿＿＿＿＿＿＿＿＿＿＿＿＿＿＿＿＿＿＿＿＿＿＿＿

C.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填報所有資料均正確無誤。本人明白，如有蓄意隱瞞或誤導，本申請將被取消，已發
之獎學金必須歸還，本人亦可能需要負擔有關之行政費用及負上刑事責任。

申請學生簽署：＿＿＿＿＿＿＿＿＿＿＿

申請學生父、母或監護人簽署：＿＿＿＿＿＿＿＿＿＿＿

日期：＿＿＿＿＿＿＿＿＿＿＿＿＿＿＿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通知
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只會用作本社「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的審核及有關用途。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要求審閱及更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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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薦表格（必須由校方填寫及提交）
申請人（學生）姓名：＿＿＿＿＿＿＿＿＿＿＿＿
推薦人姓名：＿＿＿＿＿＿＿＿＿＿＿＿

班別：＿＿＿＿＿＿＿＿＿＿＿
推薦人職位：＿＿＿＿＿＿＿＿＿＿＿＿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一）據您觀察，和貴校同級學生比較，申請人在以下範疇達至水平為何？
極優

優良

中上

中等或以下

（最佳 5%）

（6-20%）

（21-50%）

（50% 以下）

無法評估

學業水平
操行
校內服務
校外服務
二）其他有助了解申請人的資料（如有需要，可另紙書寫）

三）總括而言，對申請學生參與競逐本年度行樂社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推薦人
□ 極為支持

□ 支持

□ 不支持

推薦人簽名：＿＿＿＿＿＿＿＿＿＿＿＿＿
＊

□ 極為不支持

日期：＿＿＿＿＿＿＿＿＿＿＿＿＿

請學校直接將推薦表格一式两份（可自行影印），跟學生申請表格獨立分開，並寄回本社（地址 : 中環郵政
信箱：5722 號），切勿交給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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