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中學田家炳中學田家炳中學田家炳中學    

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 

 

1.1.1.1.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二零一四年為田家炳中學創校二十周年誌慶，特於此年設立「傑出校

友獎」，以表揚校友在個人成就有卓越的表現，以及對田中、對社會的貢獻。    

2.2.2.2.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2.1 候選人資格：候選人必須為田中的畢業生（舊制：中五或中七級 / 新制：

中六級）（註 1） 

2.2 提名人資格：法團校董會成員（現任 / 曾任）、田中全職教職員（現職 / 

曾任職）、田中的畢業生（舊制：中五或中七級 / 新制：中六級）（註 1） 

2.3 模式： 

� 兩年一選； 

� 自薦或由他人提名均可。 

3.3.3.3. 評審程序評審程序評審程序評審程序、、、、類別及準則類別及準則類別及準則類別及準則：：：：    

3.1 評審程序： 

� 六月：開始接受自薦或提名（收取自薦 / 提名表格及相關資料）； 

� 二月至四月：評審團展開討論； 

� 候選人或會獲邀與評審團（見第 4 點）代表面談 / 需核實所提供的資

料（包括來自諮詢人的資料、對候選人的評語及相關附件，如獎狀副

本等等）； 

� 五月上旬：公佈得獎名單； 

� 五月下旬（中六畢業禮）：頒發獎項。 

3.2 評審類別（以每屆為單位）： 

� 類別一：仍在學的校友； 

� 類別二：非在學 / 在職校友。 

3.3 評審準則： 

� 個人成就（領袖才能、學術成就、文藝體育、嘉行懿德等等）及對所

屬專業界別 / 行業的貢獻；     及 

� 成為校友後，對田中的貢獻；    或 

� 成為校友後，對社會的貢獻。 



4.4.4.4. 評審團評審團評審團評審團：：：：校監、校長、校友校董、田家炳中學行政議會    

5.5.5.5. 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5.1 得獎者會獲得「傑出校友獎」紀念獎座及獎金二千元，其成就亦會獲公

開表揚； 

5.2 每屆獲獎的人數不限，候選人或得獎者可於不同屆別重新自薦或接受提

名，亦不限於在世的校友。 

6.6.6.6.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6.1 評審結果以評審團的最終決定為準，並可就當屆情況審議是否選出得獎

者。 

6.2 田中保留修改有關準則、安排及取消得獎者資格之權利。 

 

註註註註 1111：：：：    

若同學因赴海外升學或轉到其他學校繼續學業而需中途離開田中若同學因赴海外升學或轉到其他學校繼續學業而需中途離開田中若同學因赴海外升學或轉到其他學校繼續學業而需中途離開田中若同學因赴海外升學或轉到其他學校繼續學業而需中途離開田中，，，，若得評審團批若得評審團批若得評審團批若得評審團批

准准准准，，，，仍可獲候選人及提名人的資格仍可獲候選人及提名人的資格仍可獲候選人及提名人的資格仍可獲候選人及提名人的資格。。。。    

 



田家炳中學    「傑出校友獎」2018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Distinguished Alumnus Award  2018 
 

Application Form (Self recommendation) 申請表格                                                      

1. This form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he applicant and 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chool on or before 31 

January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leaflet (enclosed)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此表格須由申請人清楚填寫，並於 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日或之前交回田家炳中學校務處。詳情請參閱此獎項資料

單張上列出的有關細則。 

2. In case of insufficient space, please use separate sheets for more entries (not more than 10 pages). All 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should be limited to 30 pages and submitted with this form. 

如有需要，請以另頁填寫 (10 頁以內)。所有與申請有關的其他文件 / 資料不得多於 30 頁，並須與此表格一

併遞交。 

3. All submitted documents will not be returned. 

所有提供的文件將不予發還。 

4. All documents submitted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used by TKPSS and the Panel of Judge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selection. 

所有提供的文件將絕對保密，並僅供本校及評審團於評選過程中使用。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 . . 請刪去不適請刪去不適請刪去不適請刪去不適用用用用者者者者    

 

A. Applicant’s  Personal Particulars 申請人個人資料 

1. Title 稱謂：* Prof. / Dr. / Mr. / Ms. 教授 / 博士 / 先生 / 女士 

2. Full name 姓名：                                                                                      

                                          (English 英文) (Surname first 先姓後名) 

                                                                                                        

                                                  (Chinese 中文) 

3. Contact no. 聯絡電話號碼：                                                                          

                                                  (Office 辦公室) 

                                                                                                         

                                                  (Mobile 手提) 

4.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5.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B. Applicant’s  Academic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申請人教育 / 專業背景 

Applicant’s academic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warded by a university or other organisations 申請人獲大學和其他機構頒發

的學歷 / 專業資格：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學歷 / 專業資格 

University / Organisations 

大學 / 其他機構 

 

 

 

 

 

 

 

 

 

C. Applicant’s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申請人職業資料 

1. Applicant’s current position,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 and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 申請人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職位、公司 / 機構名

稱及其職務簡介： 

Position 

職位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 

公司 / 機構名稱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 

職務簡介 

 

 

 

 

 

  

 

 

  

2. Applicant’s previous position(s),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s) and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 申請人曾任曾任曾任曾任職位、公司 / 

機構名稱及其職務簡介： 

Position 

職位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 

公司 / 機構名稱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 

職務簡介 

 

 

 

 

 

 

 

 

 

 

  

 



 

D. Applicant’s  Personal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申請人的個人成就及貢獻 

1. Applicant’s personal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his / her profession / field including honours / awards 

received, positions in affiliated organisations, etc. 

申請人的卓越個人成就及對所屬專業界別 / 行業的重要貢獻，包括曾獲頒授的榮譽/獎項、所屬團體及其職位等 

                                                                                                      

                                                                                                      

                                                                                                      

                                                                                                      

                                                                                                      

                                                                                                      

                                                                                                      

                                                                                                      

                                                                                                      

                                                                                                      

                                                                                                      

 

2. Applican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chool 申請人對田中的重要貢獻 

                                                                                                      

                                                                                                      

                                                                                                      

                                                                                                      

                                                                                                      

                                                                                                      

                                                                                                      

                                                                                                      

 

3. Applican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申請人對社會的重要貢獻 

                                                                                                      

                                                                                                      

                                                                                                      

                                                                                                      

                                                                                                      

                                                                                                      

                                                                                                      

                                                                                                      



 

E. Reference 諮詢人 

Please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nominee. The School may approach the reference when necessary but will inform the applicant 

with prior notice.請提供一位諮詢人的資料。若有需要，學校會與諮詢人聯絡，但會事先通知申請人。 

 

1. Title 稱謂：* Prof. / Dr. / Mr. / Ms. 教授 / 博士 / 先生 / 女士 

2. Full name 姓名：                                                                                         

                                      (English 英文) (Surname first 先姓後名) 

                                                                                                           

                                              (Chinese 中文) 

3. Relationship with the applicant 與申請人的關係：                                  /                                         

4. Contact no. 聯絡電話號碼：                                 /                                         

                                         (Office 辦公室)      /       (Mobile 手提) 

5.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6.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Declaration 申請人聲明 

I attest tha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ll the facts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information are true and 

correct. I shall abide by the selection rules and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upon request of the TKPSS or the Panel of Judges. 

本人謹此聲明，就本人所知，此申請表格及相關文件 / 資料真確無訛。本人同意遵守一切有關的評審規則，並在田中評審團

的要求下，協助提供額外資料。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簽署：                                                  Date 日期：                   



田家炳中學    「傑出校友獎」2018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Distinguished Alumnus Award  2018 
 

Nomination Form 提名表格                                                       

1. This form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he proposer and 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chool on or before 31 

January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leaflet (enclosed)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此表格須由提名人清楚填寫，並於 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日或之前交回田家炳中學校務處。詳情請參閱此獎項資料

單張上列出的有關細則。 

2. In case of insufficient space, please use separate sheets for more entries (not more than 10 pages). All 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should be limited to 30 pages and submitted with this form. 

如有需要，請以另頁填寫 (10 頁以內)。所有與提名有關的其他文件 / 資料不得多於 30 頁，並須與此表格一

併遞交。 

3. All submitted documents will not be returned. 

所有提供的文件將不予發還。 

4. All documents submitted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used by TKPSS and the Panel of Judge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selection. 

所有提供的文件將絕對保密，並僅供本校及評審團於評選過程中使用。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 . . 請刪去不適請刪去不適請刪去不適請刪去不適用用用用者者者者    

 

A. Nominee’s Personal Particulars 候選人個人資料 

1. Title 稱謂：* Prof. / Dr. / Mr. / Ms. 教授 / 博士 / 先生 / 女士 

2. Full name 姓名：                                                                                      

                                          (English 英文) (Surname first 先姓後名) 

                                                                                                        

                                                  (Chinese 中文) 

3. Contact no. 聯絡電話號碼：                                                                          

                                                  (Office 辦公室) 

                                                                                                         

                                                  (Mobile 手提) 

4.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5.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B. Nominee’s  Academic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候選人教育 / 專業背景 

Nominee’s academic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warded by a university or other organisations 候選人獲大學和其他機構頒發

的學歷 / 專業資格：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學歷 / 專業資格 

University / Organisations 

大學 / 其他機構 

 

 

 

 

 

 

 

 

 

C. Nominee’s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候選人職業資料 

1. Nominee's current position,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 and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 候選人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職位、公司 / 機構名

稱及其職務簡介： 

Position 

職位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 

公司 / 機構名稱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 

職務簡介 

 

 

 

 

 

  

 

 

  

2. Nominee's previous position(s),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s) and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 候選人曾任曾任曾任曾任職位、公司 / 機

構名稱及其職務簡介： 

Position 

職位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 

公司 / 機構名稱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 

職務簡介 

 

 

 

 

 

 

 

 

 

 

  

 



 

D. Nominee’s Personal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候選人的個人成就及貢獻 

1. Nominee’s personal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his / her profession / field including honours / awards 

received, positions in affiliated organisations, etc. 

候選人的卓越個人成就及對所屬專業界別 / 行業的重要貢獻，包括曾獲頒授的榮譽/獎項、所屬團體及其職位等 

                                                                                                      

                                                                                                      

                                                                                                      

                                                                                                      

                                                                                                      

                                                                                                      

                                                                                                      

                                                                                                      

                                                                                                      

                                                                                                      

                                                                                                      

 

2. Nomine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chool 候選人對田中的重要貢獻 

                                                                                                      

                                                                                                      

                                                                                                      

                                                                                                      

                                                                                                      

                                                                                                      

                                                                                                      

                                                                                                      

 

3. Nomine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候選人對社會的重要貢獻 

                                                                                                      

                                                                                                      

                                                                                                      

                                                                                                      

                                                                                                      

                                                                                                      

                                                                                                      

                                                                                                      



 

E. Reference 諮詢人 

Please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nominee. The School may approach the reference when necessary but will inform the proposer 

with prior notice.請提供一位諮詢人的資料。若有需要，學校會與諮詢人聯絡，但會事先通知提名人。 

 

1. Title 稱謂：* Prof. / Dr. / Mr. / Ms. 教授 / 博士 / 先生 / 女士 

2. Full name 姓名：                                                                                         

                                      (English 英文) (Surname first 先姓後名) 

                                                                                                           

                                              (Chinese 中文) 

3.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minee 與候選人的關係：                                  /                                         

4. Contact no. 聯絡電話號碼：                                 /                                         

                                         (Office 辦公室)      /       (Mobile 手提) 

5.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6.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F. Personal Particulars of the Proposer 提名人資料 

 

1. Title 稱謂：* Prof. / Dr. / Mr. / Ms. 教授 / 博士 / 先生 / 女士 

2. Full name 姓名：                                                                                         

                                      (English 英文) (Surname first 先姓後名) 

                                                                                                           

                                                  (Chinese 中文) 

3. Contact no. 聯絡電話號碼：                                 /                                          

                                         (Office 辦公室)      /       (Mobile 手提) 

4.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5.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6. Company / organisation name 公司 / 機構名稱：                                                             

Position 職位：                                                                                         

7.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minee 與候選人的關係：                                                                 

8. Proposer's affiliation with TKPSS 提名人與田中的關係 (可選多項) 

□ Bona fide graduate of TKPSS 田中畢業生 

□ Staff of TKPSS 田中教職員 

□ Members of SMB of TKPSS 法團校董會成員 

 

Declaration 提名人聲明 

I attest tha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ll the facts in this nomination form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information are true and 

correct. I shall abide by the selection rules and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upon request of the TKPSS or the Panel of Judges. 

本人謹此聲明，就本人所知，此提名表格及相關文件 / 資料真確無訛。本人同意遵守一切有關的評審規則，並在田中評審團

的要求下，協助提供額外資料。 

 

Signature of proposer 提名人簽署：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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