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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
目

的： 自 1993 年教育局成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以來，家長在不同層面參與教育事務不遺餘力，其對教育的
貢獻應予表揚。因此，本會於過去舉辦共四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目的是認同家長對教育作出的貢獻並
提升家長在社會上的地位。

目

標： 透過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全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
1. 提升香港家長形象及地位；
2. 鼓勵更多家長善用餘暇，參與教育工作；
3. 凝聚更多有心有力的家長，共建和諧進步的社會。

主辦機構：香港家長協進會有限公司（慈善團體編號：91 / 8065）
機構宗旨：發展家長網絡、凝聚家庭力量、推動教育發展、造就和諧社會
計劃顧問：本會顧問狄志遠博士 SBS, BBS, JP、莫鳳儀女士 MH. JP、蔡黎悅心女士、戴健文先生
評選範圍： 1. 傑出家長教師會領袖 (選出不超過 10 名)
定義: 能證明過去三年或以上在籌組或領導家長教師會或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方面有傑出表現者，對象包
括家長教師會、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或其他家長組織會長、主席或委員等。
2. 傑出家長 (選出不超過 10 名)
定義: - 過去五年或以上在推動或教授「家長教育」課程或相關服務方面獲得家長及業界認同者，對象包
括家庭生活或親職教育主任、導師、專家、博士及教授等。
- 能證明過去三年或以上在家庭與學校協作方面對家長、學校或家長教師會有卓越貢獻者，對象包
括校長、教師、社工及義工。
- 能證明過去長期對家庭及子女付出無比的關愛、包容、耐心與寬恕而達致家庭和諧者，對象包括
家長、監護人、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等。
參選資格： 1. 參選人必須為香港合法居民；
2. 參選人必須是家長或監護人；
3. 參選人必須符合上述評選範圍其中一項；
4. 參選人必須獲得最少一名提名人或最多五名提名人提名
5. 所有曾於一、二、三及四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任何範疇中當選『傑出家長』者均不得再次參選；
6. 本會理事及本計劃籌委會成員均不得接受提名，以示公正。
提名資格： 1. 凡香港合法居民、學校、機構或團體均可提名；
2. 提名人可提名一名或以上的參選人；
3. 本會理事及本計劃籌委會成員均不得提名，以示公正。
選舉程序及細則：
1.
參選表格及提名表格須由參選人及提名人分別填寫及簽署，並連同所有證明文件副本於 2018 年 3 月 17 日下午 1 時
前（以郵戳日期為准）郵寄本會通訊處：
【九龍彌敦道 337－339 號金滿樓 13 樓 F 室】，信封面請註明「第五屆香港
十大傑出家長選舉」。
2.
參選人必須提交一篇以「家長在教育的角色應如何定位?」為題、不多於 1000 字之文章，提名人則須提交一篇簡述
「推薦原因」
、不多於 300 字之文章；兩者所撰寫文章版權屬主辦機構所有，大會有權選用部分文章輯成特刊。各當
選人亦可能獲安排接受媒體訪問。
3.
參選人經初步評選後，入圍者將獲邀於 2018 年 5 月 5 日下午與評選團會面，並由評選團從中選出不多於 10 名為當
選人。
4.
各當選人將獲大會頒發「傑出家長」獎狀，以資表揚；其『提名人』亦會獲大會頒發感謝狀，以表謝意。
5.
所有獲選人及提名人均須出席 2018 年 8 月 18 日舉行之頒獎禮，並同意大會將其參選資料公開。
獲選香港十大傑出家長將回饋社會一年:
獲選香港十大傑出家長將自動成為“香港十大傑出家長大使”，在未來一年履行 :
1.
親善探訪 - 老人中心 / 癌症兒童 / 獨居老人等等…，或
2.
分享見證 - 到學校 /社區 / 團體 / 國內/國外 分享獲獎感受; 或
3.
協助籌備第六屆十大傑出家長選舉;或
4.
於第六屆頒獎禮上安排“傑出家長大使”分享過去一年服務社會的體驗與經歷;及
5.
大會安排“傑出家長大使”往傳播媒體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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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
5th HONG KONG TOP 10 OUTSTANDING PARENTS ELECTION
參選表格 APPLICATION FORM
由參選人填寫 To be completed by candidate
請用正楷填寫表格；如有需要，請另頁填寫並清楚列明附件編號。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and use separate sheet(s) wherever necessary
showing clearly the attachment number(s).
參選組別

口 傑出家長教師會領袖

Category

口 Outstanding PTA Leader

口 傑出家長.
口 Outstanding Parents

(自選其中一項)
A. 參選人資料 CANDIDATE’S PARTICULARS
1. 口 先生 口 女士 口 太太 口 博士 口 其他
Mr.
Ms.
Mrs.
Dr.
Others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English Name
Chinese Name
2.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3. 日間電話
4. 手提電話
Daytime Telephone
Mobile Phone
5. 傳真
6. 電郵
Facsimile
Email
7. 職業
8. 身分證號碼
Occupation
Identity Card No.
9. 出生年期及年齡
10. 國籍
Year of Birth and Age
Nationality
11. 教育程度 口 小學
口 中學
口 大專 / 大學或以上
口 其他
Education
Primary
Secondary
College / University or above
Others
12. 參與家長義務工作 / 服務家長 / 照顧家庭年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Duration of performing parent voluntary work / serving parents / taking care of family
year
B. 參選人相關經驗、實質成就或傑出表現須以圖文列明

(如有需要，請另頁填寫並加附件編號)

Candidates should provide documentary narratives and illustrations to demonstrate their relevant specific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Please use extra sheets as necessary, with the proper identification).

C. 一篇以「家長在教育的角色應如何定位?」為題之文章（不多於 1,000 字）
AN ARTICLE (WITHIN 1,000 WORDS) ON “HOW SHOULD PARENTS POSITION THEMSELVES IN EDUCATION ASPECT?”

參選人聲明 Candidate’s Declaration
本人謹此聲明本參選表格及附件內所提交之一切資料均真確無訛，並同意大會將此等資料公開作是項選舉之相關用
途；同時亦承諾出席 2018 年 8 月 18 日舉行之頒獎禮。
I hereby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submitt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its attachments are true and accurate.

I also

agree to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for uses related to the Election and commit to attend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to be
held in 18th Aug, 2018.
日期

參選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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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
5 HONG KONG TOP 10 OUTSTANDING PARENTS ELECTION
提名表格 NOMINATION FORM
th

由提名人（個人 / 團體 / 公司）填寫 To be completed by nominator (individual / organization / company)
請用正楷填寫表格；如有需要，請另頁填寫並清楚列明附件編號。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and use separate sheet(s) wherever necessary showing clearly the attachment
number(s).
A. 提名人資料 PARTICULARS OF NOMINATOR
1. 口 先生 Mr.

口 女士 Ms.

口 太太 Mrs.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2. 團體名稱（如適用）
Name of organization (if applicable)
3. 職位（如適用）
Position (if applicable)
5.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6. 日間電話
Daytime Telephone
8. 傳真
Facsimile
10. 職業
Occupation
12. 與候選人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Candidate
B.

口 Dr.博士

口 其他 Others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4. 團體性質（如適用）
Nature of organization (if applicable)

7.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9. 電郵
Email
11. 身分證號碼(祇填首 4 編號)
Identity Card No.
13. 與候選人認識年期
Duration of Acquaintance

參選人相關經驗、實質成就或傑出表現 (請另頁填寫並清楚以圖文列明，並加附件編號)
Candidates should provide documentary narratives and illustrations to demonstrate their relevant specific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Please use extra sheets as necessary with proper identifications).

C. 一篇簡述「推薦原因」之文章（不多於 300 字）(請另頁填寫並清楚列明附件編號)
AN ARTICLE (WITHIN 300 WORDS) ON “RECOMMENDATION RATIONALES”
(Please use separate sheets showing clearly the attachment numbers.)
提名人聲明 Nominator’s Declaration
*本人 / 團體 / 公司現提名
*先生 / 女士 / 太太 / 博士 參選。本人 / 我們謹此聲明本
提名表格及附件內所提交之一切資料均真確無訛，並同意大會將此等資料公開作是項選舉之相關用途；同時亦承諾出席
2018 年 8 月 18 日內舉行之頒獎禮。
*I / Our organization / company now nominate *Mr. / Ms. / Mrs. / Dr.
to stand for the Election.
*I / We hereby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submitted in this Nomination Form and its attachments are true and accurate. I / We
also agree to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for uses related to the Election and commit to attend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to be
held on 18th Aug, 2018.

日期
*(請將不適用者刪除。)

提名人簽署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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