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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中文或英文填寫                   *若申請表格的原來版本被改動，申請可能作廢。 

 

這獎項的目的是希望表揚那些默默耕耘，用真誠貢獻香港的無名

英雄們，以幫助他/她的人道工作，使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弱勢社

群受惠。這正扶輪座右銘「超我服務」的精神所在。 

香港無名英雄獎 

• 得獎者將會獲得二十萬港元獎金及獎座並獲 

「THE ONE 國際人道主義獎 2020」準決賽的競逐資格。 

• 兩位决賽入圍者將會各獲得八萬港元獎金。 

•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將以得獎者的提名人名義捐出 

   五千港元，給予一間由提名人指定並獲香港特區政府認可 

    的慈善機構或香港任何一個扶輪社。 

* 所有獎金必須用於在香港的人道主義服務項目。 

獎金捐贈 

The Chainrai Foundation 捐贈所有無名英雄獎的獎項。 

參賽準則  

參賽要求: 

• 為社會提供優秀和卓越的人道主義服務;  

• 有至少兩年的人道主義工作經驗，貢獻香港社群 

• 能證明其全力獻身，每天不斷為人道主義不懈努力;並 

• 藉著人道工作, 提倡誠信, 促進諒解、善意及社會和諧。 

 

參賽資格 : 

• 參賽者必須為年滿 21 歲的香港居民，並歡迎任何性別和種族的香港居民

參賽。 

• 扶輪社員、辭任不足三年的前社員；扶輪社社員的配偶或直系長輩以及 

後裔、扶輪社及扶輪地區及任何扶輪實體或國際扶輪社的員工均不能參賽

。 

• 本獎項不設追授安排。 

• 過往曾獲 THE ONE 獎金的個人或同屬一間慈善機構的代表不能再次參賽

，曾經參賽但並未獲獎的個人或機構代表可再次參賽。 

參賽者、决賽入圍者及得獎者的責任 

• 若資料(個人或項目)有所更改或更新時, 參賽者有責任立刻報知 THE ONE

委員會。 

•三位入圍者必須參加於 2019 年 5 月至 6 月其間在香港舉行的 THE ONE

頒獎活動並對自身健康和安全負責。 

• THE ONE 委員會有權使用參賽者所提交的資料，包括照片和錄像作為

THE ONE 項目的宣傳材料。 

•三位决賽入圍者須參與 THE ONE 宣傳活動和接受媒體採訪。 

而所得到的照片和錄像均屬 THE ONE 的專有財產。 

• 所有 THE ONE 組委會拍攝的照片和錄像均屬 THE ONE 的專有財產。 

• 本屆「香港無名英雄獎」 得獎者將自動獲得下屆「THE ONE 國際人道主

義獎」準決賽的競逐資格。 

•「香港無名英雄」 得獎者將作為 THE ONE 代言人之一，在任期的一年内

不得成為任何其他獎項的代言人。 

• THE ONE 組委會在下列情況下，保留一切的處理權力： 

- 任何參賽者或其代表的服務機構倘參與、涉及任何不當或犯罪行為，或

涉及醜聞事件，THE ONE 組委會有權取消參賽者的參賽資格。 

- THE ONE 的得獎者或其代表的機構理應為品行端正，真誠垂範的社會楷

模。倘得獎者或得獎機構的代言人，於其得獎或代言任期內有任何不當或

失德行為，THE ONE 組委會擁有權取消其得奬資格。 

•請參閱及遵守 www.theoneintl.org 網站上的獎項發布程序指引。 

 

提名人的責任 

• 提名人有責任確保其提交的所有提名資料均真確無誤。 

• 提名人應細心詳閱提名文件，以及確保參賽者對得獎準則、參與資格和

作為參賽者、決賽入圍者和得獎者的責任有深入理解。 

• 提名人將成為香港無名英雄組委會和參賽者之間的聯絡人，並在出現溝

通困難時提供協助。 

• 若其參賽者成為香港無名英雄獎決賽入圍者，提名人應協助參賽者完成

管理委員會所要求之建議書及報告。 

• 提名人有責任和義務去監督和確保「香港無名英雄獎」組委會頒發予得

獎者及決賽入圍者之獎金均依遵組委會已批核的建議書內容運用。提名人

的職責為切實對奬金運用作定期及深入評估。 

 

提名指引 

• 每一位提名人可提名多位參賽者。 

• 一個完整的提名需要包括提名表格、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參賽者的簡歷、

由 www.theoneintl.org 網站下載而填好的‘人道慈愛服務描述表’和參

賽者的照片(數碼或列印相片)。 

• 提名人必須回答並簽署在「人道慈愛服務描述表」内指定的以下幾點。

回答六條問題時總字數不應多於 2000 字： 

     1. 參賽者如何每天全身投入服務？  

     2. 參賽者如何獻身改善人類的生活？ 

     3. 他/她的工作如何倡導人道主義？ 

     4. 他/她的工作如何提供最高服務水平？ 

     5. 他/她透過人道工作，提倡了怎樣的價值和主義？ 

     6. [問題 a-h] 

• 請參賽者盡量提交補充文件或資料- 如錄像、10-15 張服務照片和已發表

之服務文章的網上連結等。準決賽入圍者和決賽入圍者則必須提交補充文

件。 

• 書面補充資料，不得多於五頁紙。 

•以電子郵件提交的所有提名表格應以 word 文字檔或 PDF 格式提交。所

有照片應為 JPEG 或 TIFF 格式，並且每張不能小於 1MB 。 

• THE ONE 組委會積極鼓勵選用電子郵件提交申請表。 

• 組委會保留核實參賽者提交的服務成就報告和參考資料的權利。 

• 若本文的英文版本與其他語文版本出現歧異或引起任何爭議，組委會和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就所有與提名有關的事項具最終決定權, 並不會接受異

議。 

• 未能符合提名指引要求的提名可能會令參賽者被遞除參賽資格。 

 

文件提交: 

請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將填妥的報名表， 

連同所有證明文件寄往：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26 號凱基商業大廈 14 樓 

扶輪諮詢中心  

扶輪 3450 地區香港無名英雄組委會收      

或通過電郵付件至 hk@theoneintl.org 

*逾期或不完整的報名表將不被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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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由參賽者填寫 

參賽者的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男    □ 女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資料  

參賽者的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的現任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在香港進行人道慈愛服務的年資:_______________年 

曾獲的專業獎項或勳銜(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由提名人填寫及簽署 

提名人資料 

提名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識參選者的年資: ________年 

請問你如何得知香港無名英雄獎? 

□  透過扶輪社    (我是_________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扶輪社社員)       

□  透過傳媒/社交網絡報導    (媒體名稱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願意接收有關香港無名英雄獎的電子資訊 

本人已在附帶的「人道慈愛服務描述表」中詳述參賽者的人道工作、

對本人和社區的影響、其工作如何改善人類生活及本人支持這參賽者

競逐這獎項的理據。茲確認就本人所知及所信，在這”提名表格”及

附帶的「人道慈愛服務描述表」中所有資料確實無訛。 

我同意若上述被提名參賽者成為香港無名英雄得獎者，國際扶輪3450

地區將以本人的名義捐出五千港元予我指定的一間香港特區政府認可

的慈善機構 (請參閱《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及慈

善信託的名單)，以表揚我對這計劃的貢獻。我亦可指定由香港某一扶

輪社接受這五千港元以繼續其服務計劃。 

若上述被提名參賽者成為香港無名英雄得獎者，我希望國際扶輪3450

地區以本人的名義捐出五千港元予以下的慈善機構/ 扶輪社: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簽署                                         日期 

丙、推薦人的資料 

第一推薦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識參賽者的時間: ________年 

第二推薦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識參賽者的時間: ________年 

丁、參賽者的聲明 

本人確認申請表格的所有資料確實無訛，並同意組織單位用作宣

傳之用。本人謹此聲明本人並不是扶輪社員也沒有跟其社員或附

屬團體的社員有直接關係。本人同意由國際扶輪 3450 地區訂立

的甄選規則，及明白評審會所有關於獎項的決定均為最終決定。

本人準備隨時接受傳媒訪問。若獲選為決賽入圍者，本人會出席

於 2019 年 5/6 月舉行的 THE ONE 頒獎活動及所有組織單位舉

辦的傳媒活動。本人亦會參與活動後相關的人道精神宣傳活動。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簽署    日期  

 

流程 

2018 年 7 月 1 日                   提名開始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截止提名 

2019 年 1 月至 4 月               進行選拔 

2019 年 5/6 月                       公布得獎結果及進行頒獎活動 

完整申請程序包括以下文件 

□  參賽者及提名人簽署確認並填妥的提名表格 

□  填妥的「人道慈愛服務描述表」     

□  參賽者的履歷表                     

□  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  補充資料(請參閱‘提名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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