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LARATION聲明
l attest to all the facts in this nomiraticn form ard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give permission to their publication if I were selected.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agree
to the selection rules of“Hong Korg Ten Outstanding Communlty Services 2018" and am willing to be proposed as a nominee for the Selection. I agree and
acknowledge that the Seclection Consultant and Judging anel may verify the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submitted herewith and get further reference fro the
reerees and organizaations concerned. I am prepared to attend the judging interview on dates speciﬁed by the Lions Clubs Hong Kong Ten Outstanding Community Services Selec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I agree that all decisions made by the Organizer and Judging Panel are ﬁnal and binding in all respects. If successfully selected, I agree to keep the results conﬁdential until the oﬃcial announcement. I am obliged to attend the Awards, Announcement and Presentation
Ceremony to be held on 13th June 2018, and to assist the Organizer in associated publicity activities. I consent to all my information provided for in the form and
all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submitted are to be diclosed to independent Certiﬁed Accounting Firm,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ong Kong & Marcao,
China, Panel of Judges, and advisors of the above parties.
本機構／團體謹此聲明提名表格及附件內的資料均真確無訛。如獲選為優質社會服務計劃，本機構／團體允許主辦機構公開此等資料及附件。本機構／團體同意遵守一切
選舉規則及願意接受提名為「香港十大優惠社會服務計劃選舉2018｣之候選機構／團體。本機構／團體同意及確認甄選顧問及評審團對本機構／團體資料作審核及向諮詢
人和有關機構查取進一步資料。本機構／團體將出席由選擇籌委會所安排的甄選面試。本機構／團體同意主辦機場及評選團所作之一切決定為最後裁決。如獲選為香港十
大優惠社會服務計劃，本機構／團體同意將結果保密直至選舉結果之正式公布。本機構／團體將出席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舉行之頒獎典禮晚宴，並同意協助主辦機構
進行有關之宣傳活動。本機構／團體同意此表格上的所有資料及所有提交之文件及資料將向合資格獨立會計劃師行、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及評審團以上三方的
專業顧問披露。

[B] TO BE COMPLETED BY PROPOSER (INDIVIDUAL OR PUBLIC / PRIVATE ORGANIZATION)

由提名人填寫（個人，公共／私人團體）
□ 先生 Mr.
□ 小姐 Miss
□ 女士 Ms.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Age
年齡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o.(First 4 digits)
香港身份證號碼（首4個數字）

（如以郵寄方式提交，以郵戳所示日期為準
Post mark no later than 29 March 2018 if submitted by post）

初選面試

Initial Screening Interview

Initial screening interview will be arranged from April to May 2018. Please submit the copies of relevant
documents to support the statement made one month before the initial screening. To enable proper
assessment of nominee, please ensure that all parts of the nomination form and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are to be correctly completed. Failure to do so may result in disqualiﬁcation due to insuﬃcient/incorrect information submitted. All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submitted will not be returned
and will be destroyed within 3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events.
初選面試將於2018年4月至5月進行。請提交相關文件副本，以支持在初選面試前一個月發表的聲明。為了能夠
對提名人進行適當的評估，請確保提名表和證明文件的各個部分都要正確完成。否则可能會導致由於提交的信
息不足或不正確而被取消資格。所有提交的文件和材料將不會退回，並將在活動結束後3個月內銷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Mobile Phone / Pager No.
手提電話 / 傳呼號碼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Occupation
職業

Position
職位

Name of Organization
機構名稱

截止提名日期 Deadline of Nomination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正）
29 March 2018 (17:00)

Relationship with Nominee
與候選人機構 / 團體關係

總選面試

Final Judging Interview

All short-listed nominees will be notiﬁed and invited to attend the ﬁnal judging interview by the Judging
Panel on 20 May 2018. The nominee will be further informed of the details of ﬁnal judging interview.
所有獲選名單的候選人將會獲通知，並於2018年5月20日被邀參加評委會的總選面試，以便評審委員會對參選
服務計劃作進一步評核。入選機構/團體將於初選後另獲通知有關總選面試日期和時間。
Nomination form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Hong Kong Ten Outstanding Community Services 2018”
803-807 Dominion Centre, 43-59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Please give details of the nominated service’s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 in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value of volunteering請具體說明候選的社會服務計劃如何提升服務社會的意識。

Signature of Proposer
提名人簽署

Date
日期

IMPORTANT NOTICE 重要事項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ong Kong & Macao, China reserves the rights to amend any selection rules and criteria as deemed necessary. In case of
conﬂicts between the Chinese & English versions,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保留修改選舉規章的權力。中文版 如與英文版有異，一概以英文版為準。

請將提名表格交回
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選舉2018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辦事處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43-59號東美大廈8樓803室

活動日期

Event Schedule

29 March 2018 (Thursday)
April- May 2018
20 May 2018 (Sunday)
13 June 2018 (Wednesday)
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2018年4 ‒ 5 月
2018年5月20日（星期日）
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

Deadline of Nomination
Initial Screening Interview
Final Judging Interview
Awards Announcement and Presentation Ceremony
截止提名日期
初選面試
總選面試
公佈结果及頒獎典禮

CONFIDENTIAL 密件

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選舉

[A] TO BE COMPLETED BY THE NOMINEE 由侯選機構/團體填寫

《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選舉》的宗旨是透過公開公平的選舉，以肯定該服務對社會的貢獻，從而提

Please complete every item as BLOCK LETTERS. If there is insuﬃcient space,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a separate paper clearly marked
with attachment numbers and attach it to the nomination form. 請用正楷填寫，如有需要請用另頁填寫並清楚列明附件編號。

高公眾對服務工作的認知和認同，希望為社會樹立服務典範，發揮楷模作用。

香港由一個寂寂無名的小漁港，迅速發展成為舉世知名的國際大都會，全賴香港人努力拼搏、自強不息

的獅子山精神。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上仍然存在需要大家去關心、去支持的一群，而優質的社會服
務定能發揮其功能，為香港構建一個更和諧的社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植根香港60載，一直致力於香港、澳門、及中國推行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
幫助有需要人士，為了帶動《我們服務》的精神及推動更多優秀服務，特此舉辦是次選舉以表揚優秀的服
務計劃。

為達到更公平公正的原則，是次選舉將邀請社會上不同界別的知名人士擔任評審團，而獅子會舉辦的社
會服務將不能參選。

參選資格

提名人資格

提名人必須為二十一歲或以上之香港居民或公

• 服務計劃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完

的候選項目，但提名人不可以是項目主辦、協辦

成或階段性完成；及

• 須獲最少一名個人/團體提名

註： 所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及其屬會主辦、合辦
或協辦之服務皆不能參選

評審準則

共/私人機構或團體。提名人可提名一個或以上

在過往60多年以來，經過獅子會會員不斷的努力，獅子運動在港澳兩地蓬勃發展並獲得廣大人士認同。

Name of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負責人姓名(英)

港澳獅子總會成立目的是鼓勵人們竭誠為社會服務,不論個人報酬或利益，服務人群，情貧苦和濟弱扶危。

2017年舉辦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來鼓勵其他社福團體的朋友，發掘更多優質的社區服務，展現獅子會
與公眾攜手邁向新紀元。

現本區共有獅子會90個及青年獅子會50個，會員人數超過3,000多名。

1) 克服困難或面對挑戰而能堅持完成服務目標
方面，而作出成就

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 2018 籌委會

6) 可持續性

Fax No.
傳真號碼

CR No.
非牟利機構/機構註冊編號
Name of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負責人姓名(中)

Mobile No. of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負責人手提電話

Email of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負責人電郵地址

SOCIAL SERVICE INFORMATION 社會服務資料
Categories
服務類別

□ Elderly 老人
□ Emergency Relief 救災
□ Youth 青少年
□ Poverty Relief 扶貧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環境保護

Location of Service
社會服務計劃地點

Target Group
服務對象

Number of Volunteers
義工數目

查詢

總監

陳立德 獅兄

Please give details of the service's mission. State also th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details.
請具體描述參選的社會服務計劃的理念及意念並簡述計劃的策劃及執行細節

主席

陳中正 獅兄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43-59號
東美中心8樓803-807室
電話：
（852）2520 0316

傳真：
（852）2865 1117

電郵：application@hktocs.org
網站：www.hktocs.org

Signature and Chop of Nominee
候選機構／團體簽署及蓋印
副主席

陳鏡坤 獅兄

副主席

張家驥 獅兄

副主席

李易明 獅兄

□ Education 教育
□ Others 其他
□ Hunger 飢餓

Operating Expense
活動經費

Please state any goals/ objective of the nominated services and elaborate how can be achieved.
請列寫參選的社會服務計劃於未來1年內的目標及理想並簡述如何達到該等目標。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辦事處

重要事項
所有提交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複印本，恕不退還，並在
活動結束後三個月銷毀。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保留修改選舉細則的
權利。

Telephone No. of Contact Person
職絡人/負責人電話

Number of beneﬁciaries
受惠人數

5) 資源運用
8) 公眾參與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Service Date
社會服務計劃日期

2) 超越個人限制,包括:體能、資源、學歷或經驗等

7) 義工參與

Address of Organization
機構地址

Name of Service
社會服務計劃名稱

2) 對社會之貢獻(包括服務對象及受惠人數)
4) 提升服務社會意識

Name of Organization (CHINESE)
機構/團體名稱(中)

Telephone No.
機構電話

之董事或員工。

特殊考慮因素

3) 策劃與執行

Name of Organization (ENGLISH)
機構/團體名稱(英)

<國際獅子總會港澳三0三區>。

或合辦機構或團體，亦不可以是此機構或團體

基本評審標準

1) 服務理念和意念的創新性

香港首個獅子會始創於1955年,其後多個獅子會相繼成立後,國際獅子總會於1960年間，批准成立為

正值國際獅子會踏進100周年之際，我們港澳區獅友繼續致力於青少年、視覺、解飢餓及環保等服務，首度於

• 香港註冊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業或機構公益社會
服務（CSR）計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0三區

PARTICULARS OF NOMINEE 候選機構資料

Date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