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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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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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活動—黃大仙區「共慶回歸顯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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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基本法@你我齊參與」系列活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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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更獲得民政事務處的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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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推動及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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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傑生會)匯聚一眾傑生，讓大家互相交流合作，發揮所長，一同
舉辦或參與社區各類型活動，例如 DSE 模擬口試練習、升中模擬面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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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讓區內中、小學生得到全能發展，亦擴闊了傑生們的
社交圈子和眼界。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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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選舉中得獎的你會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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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疲地服務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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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回饋社會。
● 歷屆參與學校
以下排名不分先後：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天主教伍華中學

文理書院(九龍)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李求恩紀念中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聖文德書院

聖母書院

德望學校(中學部)

德愛中學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潔心林炳炎中學

龍翔官立中學
● 參選資格
於黃大仙區就讀的中學生(歷屆得獎者不得再次參與同一組別，每間學校參與人數不限)
(1)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2) 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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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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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試(題目待定)；
(3) 面試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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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及獎品
獎項：
(1)

「傑出學生」初中組及高中組各十名

(2)

「優秀學生」初中組及高中組各若干名

(3)

個人獎：「領導才能獎」初中組及高中組各一名
「社會服務獎」初中組及高中組各一名
「體育藝術獎」初中組及高中組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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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29 日

(2) 入圍評審

：2019 年 4 月中

(3) 面試日期

：2019 年 5 月 18 及 19 日

(4) 公佈結果

：2019 年 6 月 10 日

(5) 活動工作坊：2019 年 7 月 6 或 7 日
(6) 領袖訓練營：2019 年 8 月 2 至 4 日(暫定)
(7) 頒獎典禮

：2019 年 10 月 13 日

※參加者必須出席以上選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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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請假證明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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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大會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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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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