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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學學生會嘉許計劃 2022/23 

 

「全港中學學生會嘉許計劃 2022/23」為本港首個以中學學生會作嘉許對象的計劃，透過計劃

的培訓、交流及主題活動，藉以嘉許表現傑出的校內學生會，同時亦讓學生透過培訓及實踐，於校

內推動以「可持續發展」及「價值觀教育」為主題的活動，藉以提升學生會成員的領導才能及協作

能力，連繫社區擴展視野。 

 

報名及培訓課程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以學校單位提交報名，10 月下旬將會安排線上簡介會，簡介嘉許

計劃詳情予參與老師及學生會成員，計劃亦設有線上主題學習內容，就著「領導力」、「可持續發

展」及「價值觀教育」作專題分享。與此同時本社亦提供「學生會領袖培訓證書課程」及「校本學

生會統籌能力提升課程」予學校進行報名。(見附件二) 

 

實踐及評選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間，參與學生會須透過籌備校內或社區服務活動，實踐

「可持續發展」及「價值觀教育」兩大要項作為評分內容。同時亦需要準備提交評選文件，面試將

安排 2023 年 4 月進行。 

 

嘉許禮及計劃延伸 

 

2023 年 5 月進行嘉許禮，頒發獎項予獲獎學生會，獎項分別為「傑出學生會」及「優異學

生會」，同時亦設有主題獎項。獲獎之學校除了可參與頒獎典禮外，更可於 6 至 8 月期間參與本計

劃的延伸學習活動，與本港企業及社福團體進行交流。 

 

 

計劃資料 

 

截止日期：2022 年 10 月 21 日(五) 

計劃時期：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間 

計劃對象：全港中學學生會 

參與費用：免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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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獎項及評選機制 

 

本計劃將頒發學生會及主題項目兩個範疇嘉許獎項  

 

學生會獎項 主題獎項 

傑出學生會 (表現最佳首 20%) 

優異學生會 (符合所有基本條件) 

可持續發展活動計劃嘉許大獎 

價值觀教育活動計劃嘉許大獎 

 

參與的學生會須就著學年期間的校內運作提交文件及出席面試評分。同時，參與的學生會亦必

須以「價值觀教育」或「可持續發展」作主題構思一個校內或社區服務、提交計劃書、確實執行並

報告結果。結果將以書面報告及面試形式進行予評選團作評審。評審內容包括兩要項，一是學生會

會務，二是所提交活動及服務。評分要項如下： 

 

學生會獎項 主題獎項 

1. 領導能力  

2. 協作能力 

3. 執行及管理能力 

 

1. 原創性及創新性 

2. 推廣「可持續發展」及 

「價值觀教育」主題 

3. 運用資源效率 

4. 對受眾或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5. 宣揚正面訊息及理念 
 

 

計劃重要日程 

 

日期 內容 

2022 年 

9 月 27 日 線上簡報會及培訓（主題：疫後重塑學生會的實務技巧) 

10 月 21 日 計劃截止日期 

10 月 30 日 計劃導向日 暨 價值觀教育主題講座分享 (線上) 

11 月 6 日 領導力及可持續發展主題講座分享 (線上) 

10-11 月 「學生會領袖培訓證書課程」 

「校本學生會統籌能力提升課程」(配套課程，另見附件) 

2023 年 

4 月 29 日 面試評審日 

5 月 27 日 頒獎禮 

6-8 月 延伸學習活動：計劃參加同學可報名參訪本港企業及社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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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學學生會嘉許計劃 2022/23 

回覆便條 

敬請於 2022 年 9 月 22日或之前賜覆 

請在空格加上「」(可選多項) 及適當位置刪去不適用者 

 本校  有興趣派出學生會 參與 是次嘉許計劃，並 同時 / 稍後 補充學生會名單 

 本校  有興趣派員 參與 計劃線上簡介會： 

線上簡介會(zoom 形式) 出席老師資料 

2022 年 9 月 27 日(二) 16:00-17:00 

內容： 

-簡介計劃內容及重要日程 

-主題分享： 

   疫後重塑學生會的實務技巧 

姓名：  

職位：  

電話：  

電郵：  

(請以正楷書寫) 

 本校  有興趣派出學生會同學(名單後補) 參與 「學生會領袖培訓證書課程」(附件二報名表格) 

 本校  有興趣讓學生會參與 「校本學生會統籌能力提升課程」(附件二報名表格) 

 

學校名稱︰   

聯絡老師︰  

職     銜︰  

手提電話：   

電     郵︰ (請以正楷書寫) 

電     話︰  

傳     真︰  

填表日期︰  
  

mailto:wpd@hy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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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生會成員名單 

敬請於 2022 年 10 月 21 日或之前賜覆，學校亦可向秘書處索取電子檔案填寫 

學校名稱：                                                                     

負責學生會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姓名： (中文) 班級： 職務：  

電郵： (正楷書寫) 手提：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註 2)︰□同意 □不同意    線上簡介會(註 3)︰□出席 □未能出席 

------------------------------------------------------------------------------------------    

學生姓名： (中文) 班級： 職務：  

電郵： (正楷書寫) 手提：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註 2)︰□同意 □不同意    線上簡介會(註 3)︰□出席 □未能出席 

------------------------------------------------------------------------------------------ 

 

註 1：參與計劃同學須登記成為本社社員，於簡介會上將會介紹登記步驟 

註 2：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上述個人資料，本社只收集作有關活動報名或聯絡詳情之用途。此外，學友社擬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

話、傳真、電郵及郵寄地址），作本社日後社務通訊、籌募善款、推廣服務及活動或收集意見等用途。請加上「」號表

示同意。如你日後不願意再收到本社所發送的資料，可隨時通知本社。查詢請電郵 info@hyc.org.hk。 

註 3：線上簡介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形式：線上 ZOOM 平台 

 

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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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生會成員名單                                     (此頁可自行複印) 

學生姓名： (中文) 班級： 職務：  

電郵： (正楷書寫) 手提：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註 2)︰□同意 □不同意    線上簡介會(註 3)︰□出席 □未能出席 

------------------------------------------------------------------------------------------    

學生姓名： (中文) 班級： 職務：  

電郵： (正楷書寫) 手提：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註 2)︰□同意 □不同意    線上簡介會(註 3)︰□出席 □未能出席 

------------------------------------------------------------------------------------------ 

學生姓名： (中文) 班級： 職務：  

電郵： (正楷書寫) 手提：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註 2)︰□同意 □不同意    線上簡介會(註 3)︰□出席 □未能出席 

------------------------------------------------------------------------------------------    

學生姓名： (中文) 班級： 職務：  

電郵： (正楷書寫) 手提：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註 2)︰□同意 □不同意    線上簡介會(註 3)︰□出席 □未能出席 

------------------------------------------------------------------------------------------ 

學生姓名： (中文) 班級： 職務：  

電郵： (正楷書寫) 手提：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註 2)︰□同意 □不同意    線上簡介會(註 3)︰□出席 □未能出席 

------------------------------------------------------------------------------------------   

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