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愛⼼響鈴⼤⾏
動」── 臨時住宿計劃轉介表格
承蒙信和集團及旗下黃廷⽅慈善基⾦資助，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將為有逼切需要⽽現居於劏房⼾或惡劣
環境的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 (DSE) 考⽣，提供臨時住宿服務，⽀援其學業及情緒需要 (下稱「計劃」)。 

本表格由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 (下稱「學院」) 建立，供註冊社⼯轉介認為有急切需要之DSE考⽣ (下稱
「申請⼈」)，以便學院有系統地評估及跟進。 

「計劃」只接受經此線上轉介表格進⾏的申請，並按先後次序處理。截⽌⽇期為2022年3⽉16⽇(星期三)
中午12時正。在填寫申請前，請確保閱讀並同意計劃的《簡介資料》和《申請須知》；同時此線上轉介表
格不設儲存功能，請確保網絡穩定，建議閣下填寫前先預覽轉介表格樣本，以免重新輸入。詳情請瀏覽：
https://www.leadershipinstitute.hk/zh/caringtocall/STA 。 

學院的宿位配置簡便，主要為申請⼈提供較理想的居住及温習空間，專⼼應試。為保障同事及營友安全，
申請⼈於現時及入營前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申請⼈及其同住成員現時並非為2019冠狀病毒病已確診者、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或次密切接觸者。
2)已完成接種最少第⼀針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3)取得家⻑或監護⼈書⾯同意。
4)申請⼈及其家⻑或監護⼈必須同意計劃的⼀切安排及守則。

* Required

第⼀部分：轉介社⼯資料

轉介社⼯姓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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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參考，轉介社工必須在指定線上連結提交申請，連結：https://bit.ly/3CnegdU

https://www.leadershipinstitute.hk/zh/caringtocall/STA


轉介服務單位？ *2.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Other

所屬哪個服務單位？3.

轉介社⼯⼿提電話 (請盡量提供⼿提電話，以便聯絡) *4.

轉介社⼯公司電話 *5.

轉介社⼯聯絡電郵 (⽤作處理是次申請⼿續及有關安排) *6.

轉介社⼯聯絡電郵 (請再次填寫以確認聯絡電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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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有關申請⼈ (即入住的DSE 考⽣) 個⼈資料

申請⼈中文姓名 (請按⾝分證填寫) *8.

申請⼈英文姓名 (請按⾝分證填寫) *9.

申請⼈性別 *10.

男

女

申請⼈聯絡電話 (⽤作確認申請的跟進處理) *11.

申請⼈聯絡電郵 *12.

申請⼈聯絡電郵 (請再次填寫以確認聯絡電郵) *13.

3/10/2022



申請⼈的學校名稱 * 14.

 

Format: M/d/yyyy

申請⼈的出⽣⽇期 * 15.

 

申請⼈的家⻑或監護⼈姓名 * 16.

 

申請⼈的家⻑或監護⼈聯絡電話 * 17.

 

與申請⼈的關係 (如：⽗親、婆婆) * 18.

 

申請⼈的家⻑或監護⼈同意是次計劃申請 * 19.

是 (轉介社⼯需確認家⻑或監護⼈同意申請⼈申請是項計劃，並於稍後在入營前協助取得書⾯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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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有關申請⼈的家庭及⽣活健康情況
學院有權要求轉介社⼯及申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便核實資料及作出妥善安排。

申請⼈居住地區 * 20.

中⻄區

東區

南區

灣仔區

九龍城區

觀塘區

深⽔埗區

黃⼤仙區

油尖旺區

離島區

葵青區

北區

⻄貢區

沙⽥區

⼤埔區

荃灣區

屯⾨區

元朗區

3/10/2022



申請⼈的家庭居住⾯積 (以平⽅呎為單位) * 21.

30 或以下

31 – 60

61 – 100

101 – 160

161 – 200

201 – 300

Other

申請⼈的同住總⼈數 (連同申請⼈在內) * 22.

1 – 2⼈

3 – 4 ⼈

5 – 6 ⼈

7 ⼈或以上

申請⼈現在或過去有否使⽤以下服務？(可選擇多項) * 23.

情緒健康⽀援服務

特殊學習需要⽀援服務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康復服務

以上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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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其同住成員現時並非為2019冠狀病毒病已確診者、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或次密切接
觸者。 * 

24.

是

申請⼈已完成接種最少第⼀針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 25.

是

申請⼈是否有食物敏感 (如⽜⾁、花⽣等) 或特別食物要求 (如素食)？ * 26.

是

否

請註明 (如沒有，請填NA)： * 27.

 

申請⼈是否有⻑期服食藥物或定期接受醫療服務的需要？ * 28.

是

否

請註明 (如沒有，請填NA)：29.

 

其他補充(如申請⼈居住環境、同住成員之職業、家庭關係等狀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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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有關期望住宿時期

Format: M/d/yyyy

期望⾸⽇入營⽇期 [預期最早入住⽇期為 2022年3⽉14⽇，但確實⽇期及時間會於申請確
認後再作安排。] * 

31.



Format: M/d/yyyy

期望離營⽇期 [⼀般情況下，申請⼈必須不遲於最後⼀天考試⽇離開] *32.



Please enter a number less than or equal to 28

期望住宿⽇數 (不多於28⽇，包括入營和離營兩⽇) *33.

最後應考科⽬ (如經濟、旅遊與款待等) *34.

Format: M/d/yyyy

最後應考科⽬⽇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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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宿位有限，如學院未能在上述指定時間提供服務，申請⼈是否繼續輪候計劃？ *36.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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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同意書

轉介社⼯按其所知之實情及專業判斷填報上述資料及情況。
若申請⼈及其家⻑或監護⼈有任何虛報或隱瞞情況，學院將保留撤銷申請⼈參加「計劃」的權利。
申請⼈需⾃⾏安排往返學院營舍 (不會有專⾞接送)。
申請⼈需⾃⾏在入營前4⼩時內⾃費進⾏2019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並透過相片向轉介社⼯顯⽰
陰性結果⽅能入營。即使成功申請，申請⼈(及其同住成員)如在入營前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或次密切接觸
者，申請⼈將不可入營。
申請⼈在入營時需完成有關⼿續，成為「營友」。
學院為指明處所。營友在逗留期間必須遵守學院及營舍規則及安排，包括「疫苗通⾏證」及任何政府發
出之相關要求或指引。
⼀般情況下，營友最多只可住宿28 天(包括⾸尾兩⽇)。學院將按實際情況及營友表現有機會縮短、延⻑
或取消住宿服務，及更改「計劃」任何安排。
營友在入營後需按學院指⽰每天進⾏最少⼀次「快速抗原測試」(學院將提供測試套裝) 。
學院只提供簡便住宿服務。申請⼈需⾃備所需學習及⽇⽤品，如：衣物及電腦等。
學院將為營友提供住宿服務期間的基本膳食，營友需⾃備現⾦或其他⽀付⽅法以應付其他⽣活所需，包
括洗衣、往返考場之交通費等。
營友只可留在已安排之房間留宿，絶不可到其他房間過夜及男女同房，亦不接受訪客進出營舍範圍及房
間(包括轉介社⼯、家⻑或監護⼈)。
基於疫情及公眾衞⽣考慮，學院建議營友在營舍專⼼温習，不⿎勵在非必要情況下離開營舍。考慮營友
⾝⼼需要，營友可於學院及營舍指定範圍內活動，但必需配戴⼝罩及遵從社交距離措施，不得有任何形
式的聚集活動，以保障學院、營舍及各營友的安全。
如有必要外出，營友只可於指定時間 (即早上6時半後)外出，但須於當晚10時或以前返回營舍。如因特別
需要在其他時間外出，營友(即使已滿18歲或以上)需於最少三⽇前提交家⻑或監護⼈書⾯申請，在得到學
院書⾯允許後⽅可離開。
營友如在入營期間不適，須即時向學院職員或指定⼈員報告；如與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須根據政府指
引進⾏申報隔離或任何有關安排。
學院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會聯絡轉介社⼯、家⻑或監護⼈作跟進，敬請提供可聯絡之電話號碼。
營友之家⻑或監護⼈須授權學院在緊急情況下送營友到醫療機構求診及接受治療。
申請⼈及其家⻑或監護⼈明⽩「計劃」只提供臨時住宿服務，並作有限度的學業及情緒⽀援服務。
申請⼈及其家⻑或監護⼈同意申請⼈之⾃理、⾃律、⾃重及⾃⾝安全責任。
申請⼈之家⻑或監護⼈知悉並會履⾏其家⻑或監護⼈責任，處理申請⼈管教及其他需要，如：學習態度
及紀律等。
如發現申請⼈未有善⽤資源或違反營舍規則，如：⽇間經常在外⽽非在營舍温習及發出噪⾳等，學院有
權要求申請⼈退營及終⽌「計劃」有關安排。
學院、香港青年協會及信和集團不會就申請⼈因申請或入營⽽可能產⽣之任何後果或損失(包括因入營後
⾃⾝或營友確診⽽影響考試) ⽽作任何承擔或任何賠償。
學院保留⼀切權利作「計劃」最後決定，包括按實際情況⽽更改計劃內容、要求及任何安排。如有任何
爭議，學院保留最終決定權。

轉介社⼯、申請⼈及其家⻑或監護⼈須於提交申請時表⽰明⽩及同意以下申請細則： *37.

是

轉介社⼯、申請⼈及其家⻑或監護⼈已閱讀並同意計劃的簡介資料、申請須知及有關安
排。 * 

3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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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供之個⼈資料將⽤作參與是次計劃的相關⽤途、簽發收據、收集意⾒、資料分析，及其他配合本學院及香
港青年協會使命的事項。你有權查閱及更改你的個⼈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改你的個⼈資料，可電郵⾄
info@leadershipinstitute.hk (mailto:info@leadershipinstitute.hk) 與本學院職員聯絡。

收集個⼈資料聲明 *39.

轉介社⼯、申請⼈及其家⻑或監護⼈已閱讀並同意以上的收集個⼈資料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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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ntent is neither created nor endorsed by Microsoft. The data you submit will be sent to the form owner.

Microsoft Forms

注意：

系統會電郵已填妥之轉介表格備份致轉介社⼯電郵地址；建議閣下完成提交後，在⾴
⾯選取列印或取得PDF答案 (Print or get PDF of answers)，即時作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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