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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富領袖網絡簡介 

1.1 甚麼是「和富領袖網絡」? 

「和富領袖網絡」是「和富社會企業」其中主要的核心青年發展項目，旨在培育青年領袖，推廣「負責任公民」理念及建

立和諧、關愛的社會。各院校學生透過加入「和富領袖網絡」，共同參與、策劃和推動各種活動，提升各方面之技能，積極

裝備自己，既獲取社會服務的經驗，亦增加其歸屬感，從而培育及啟發他們成為未來領袖。一位出色的領袖需具備多方面

的才能，除了持守正面的價值觀外，對社會亦要有所承擔。我們從「領袖培訓」、「公民教育」和「社會服務」三大方向發

展，通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提高大專生對社會之觸覺，建立積極態度，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及領袖，共建和諧社會。 

願景 

  培育未來領袖，推廣「負責任公民」理念，建立和諧、關愛社會。 

宗旨 

 透過各項培訓活動及交流機會，促進青年的全人發展及培育未來領袖。 

 推廣「負責任公民」理念 

(同學必需建立良好品格及裝備正確價值觀，如關愛、尊重、包容、負責及誠信等，於社會上發揮自己才能，擔當領導角色，貢獻自己，

服務大眾，從而建立和諧社會，更好香港。) 

預期成果 

和富領袖網絡希望通過一系列之活動為分會幹事及活動參加者裝備以下之價值、技能及知識﹕ 

價值 技能 知識 

 關愛 

 尊重 

 包容 

 負責任 

 誠信 

 

 社交與溝通能力 

 道德思辨能力 

 多角度思考能力 

 探究與分析能力 

 綜合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正確態度及禮儀 

 職業道德 

 社會公義與公平 

 世界、中國及香港的社會及環境問題 

 中國及香港的發展機遇及挑戰 

 社會、政治及經濟議題的複雜性 

 中國傳統智慧及哲理 

 中國及香港的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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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領袖網絡」架構圖 



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指引            關愛 Love & Care  包容 Inclusiveness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ility  誠信 Integrity 

 5 

1.2 甚麼是「和富社會企業」? 

和富社會企業 - 一個涵括多個社會服務機構的品牌標誌，創辦人李宗德博士 GBS 太平紳士本著「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的精神，於九十年代中期，決定開展社會服務，回饋社會，於是成立了和富社會企業，投放資源以建立一套切合時代的理

論，組織多元化及高成效的社會服務。 

回顧和富社會企業的發展，早於一九九六年已成立頌恩護理院，邁出了和富社會企業發展的第一步；一九九七年創辦和富

慈善基金，以「培育年幼，關顧長者，建設更美好香港」為抱負，將和富社會企業的工作推向前線。往後十多年，和富社

會企業繼續孜孜不倦地推行專業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服務，範圍包括：國民教育、青年發展、教育服務及長者護理。和富

社會企業銳意將「社會服務企業化」，期望透過企業的效益管理模式，有效及靈活調配資源，提高社會服務的質量，惠澤更

多有需要人士。 

政府所提倡的官、商、民三方合作，和富社會企業深表認同。確保社會持續發展，是所有人的責任，因此，和富社會企業

積極與不同階層、界別的人士及團體協作，建立及發展策略夥伴的關係，亦積極發展學校網絡(和富青少網絡)、大專網絡(和

富領袖網絡)及社區網絡，以凝聚社會資源，持續地推行高質素的社會服務，攜手宣揚「人和家富，民和國富」的理念，聯

繫各界「由心出發」為社會作出貢獻。 



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指引            關愛 Love & Care  包容 Inclusiveness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ility  誠信 Integrity 

 6 

1.3 甚麼是「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 

「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總會) 由各院校的「和富領袖網絡」(分會)組成，總會的幹事會則由各院校的分會代表組

成。 

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 (總會) 擔當一個帶領角色，藉此平台聯繫各個院校分會，使院校間能互相交流及組織起來，從

而達到資源共享，並進一步發揮「和富領袖網絡」的最大影響力。總會主要負責統籌聯校活動，如和富領袖網絡「青出於

藍」會長學堂、會長聯席會議、週年大會及聯校聖誕舞會等。此外，總會亦會於活動策劃層面給各分會或會員提供建議及

協助。 

成為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幹事，你可以... 

 有機會參與專為總會幹事提供的訓練 (例如相關的 ENRICH 培訓)，從而進一步在和富社會企業的大家庭內發展 

 有機會在更宏觀的層面參與和富領袖網絡事務 

 與督導委員會有更緊密的聯繫 

服務年期：1 年 

成為總會幹事的基本要求 

 於服務年期內，仍是大專院校學生及和富領袖網絡分會常任幹事 

 熱心參與和富社會企業及和富領袖網絡的活動與服務 

 經推薦並通過面試，並由督導委員會委任 

總會幹事的職責 

 籌備和富領袖網絡的聯校活動 

 為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或會員提供建議及協助 

 聯繫各分會及促進分會交流 

 發揮「和富領袖網絡」的最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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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甚麼是「和富才俊網絡」? 

 

和富才俊網絡(WIN)是 WLN 的延續，旨在培育會員成為不同領域的公民領袖，她提供一個平台讓已投身社會的和富領袖網

絡會員繼續參與社會服務，回饋社會。和富才俊網絡特設附屬會員會籍，只要曾是和富領袖網絡幹事會成員，即使你仍在

學，亦可以附屬會員身份參與和富才俊網絡的活動及享有會員福利。會員可透過組織及參與不同類別的活動、包括論壇、

職業指導、工作坊、社會服務和聯誼活動等，繼續服務社會、同時提升個人素質及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另外，WIN 會員

亦可成為 WLN 的顧問，為 WLN 會員提供協助，包括在舉辦活動、開拓事業、待人處事上提供支援。 

願景 

 培育不同領域的公民領袖領袖，推廣負責任公民理念，建立和諧、關愛社會 

宗旨 

 推動會員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為社會長遠發展出謀獻策，共建和諧社會 

 訓練會員成為行業領袖及人才，帶領行業及社會向前邁進 

 提供平台供和富領袖網絡(WLN)會員於畢業後保持溝通，促進及擴大和富領袖網絡的發展和網絡聯繫 

活動元素 

 公共事務/社會服務 

o 了解時下熱門民生議題，透過不同活動，更深入探討社會時事，推動會員關心社會。 

o 安排與社會知名人士會面 

o 安排多元化的社會服務活動 

o 參觀政府公共行政機構 

 職業發展 

o 邀請不同專業界別人士與會員進行小組聚餐，與會員分享不同職業的資訊及交流 

o 舉行與就業相關的講座或分享會，邀請不同人士進行分享及交流 

o 參觀有特色的公司企業，了解他們的成功之道。 

 會員事務 

o 透過不同的聯誼活動，加強 WLN & WIN 的會員聯繫，達至薪火相傳，團結志趣相近、熱心社會服務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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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為什麼要參加和富領袖網絡? 

和富領袖網絡有甚麼獨特之處? 

 推廣「負責任公民」訊息，建立和諧社會 

 由來自不同界別的 100 位專業人士為會員提供指導及培訓 

 獲得龐大的企業網絡支持，以宣揚企業公民責任並持續發展。 

 是目前涵蓋最多大專院校的青年團體，會員可透過聯校活動，與各大專院校學生交流。 

 致力培育香港青年人，是始於香港、植根香港，與香港一起成長的青年團體。 

參加和富領袖網絡有甚麼得益﹖ 

 通過接觸商界領袖、專業人士及來自不同院校或海外的會員，擴闊眼界。 

 不同的專業人士擔任啟蒙導師，與同學分享生活點滴並適切指引。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及社會服務，吸收經驗，裝備自己。 

 學習如何成為一個青年領袖及負責任公民。 

 參加不同類型的專業領袖培訓，培養領袖素質。 

 參與聯校活動，擴闊社交圈子。 

 參加會員發展活動及獎勵計劃，內容包括： 

 講座 / 工作坊 / 參觀 

 交流及實習機會 

 獎學金 

在和富領袖網絡的成長路 

 

 

 

 

和富領袖網絡會員可透過以上機制持續參與社會服務，將自己所學所得，薪火相傳。 

和富領袖 

網絡總會 

幹事會成員 
畢業後 

和富才俊網絡 

幹事會成員 

和富

委員 

和富領袖 

網絡分會 

幹事會成員 

和富才俊 

網絡會員 

和富領袖網絡 

分會會員 

和富才俊網絡

附屬會員 

 

幹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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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務指引 
2.1 一個分會的成立 

分會的目標在於培育未來領袖，推廣「負責任公民」理念，建立和諧、關愛的社會，並將上述理念推廣至各大院校及青年

人心中。 

成立和富領袖網絡所需準備：(清單資料：參考附錄 1) 

 會章範本 (參考附錄 2，中文或英文版本均可接受。) 

每個分會之會章，可能因應院校註冊要求而有所修訂；完成草稿修訂後，須經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確認。 

 

 誓詞 
每個分會於幹事會就職典禮時適用。可能因應院校註冊要求而有所修訂橫線的內容；完成誓詞草稿後，須經和富領袖

網絡秘書處確認。 

我(余)等謹以至誠，本著「人和家富，民和國富」的精神，就任「(分會名稱) 」幹事一職。致力推動校內全人教育，

培育學生成為紮根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負責任公民，此誓。 

 年度計劃 (參考附錄 3，中文或英文版本均可接受。) 

1. 確定 / 了解分會之年度目標 

2. 確定年度目標 (如：重點活動 / 宣傳 / 收生…) 

3. 擬定整年的活動時間表 

4. 安排每項活動的負責人 / 主席 

5. 總結所有活動內容 

 年度財務計劃 

可參考 4. 財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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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會成員 

確定幹事會成員不同職位及分配不同的日常會務工作後，分會須向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提交名單以作紀錄。 

幹事會幹事任期為一年，人數最小為 6 人，由常設幹事及非常設幹事組成。幹事會成員不能擔當多於一項常設幹事職

責。非常設幹事數目可視乎本分會之發展情況由應屆幹事會自行決定有所增減。 

 

常設幹事包括： 

上屆會長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會長 President 

內務副會長 Internal Vice-President 

外務副會長 External Vice-President 

秘書 Secretary 

司庫 Treasurer 

非常設幹事，例如： 

公共關係及市場推廣幹事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Officer 

領袖培訓幹事 Leadership Training Officer 

公民教育幹事 Civic Education Officer 

社會服務幹事 Social Service Officer 

 

幹事會成員的權責及義務，可參考 2.3。 

 

 日常會務 

日常會務運作可參考 2.5，項目包括： 

1. 邀請顧問出席每月例會，並定期提交會議議程及報告 

2. 定期更新會員資料紀錄表 

3. 管理分會電郵，定期向會員發放和富領袖網絡活動電郵 

4. 定期更新網頁 / Facebook 專頁內容 



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指引            關愛 Love & Care  包容 Inclusiveness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ility  誠信 Integrity 

 11 

2.2 分會架構 

 

2.3 幹事會成員的權責及義務 

 

會長： 
對外代表本會，對內處理本會行政事宜，並負責召開及主持本會會議。會長為會員大會的主

席。如有出缺，其職務則由內務副會長代為處理。 

內務副會長：  
協助會長處理一切行政事宜，若會長缺席時，得代行其職責，代表本會出席對內及對外之會

議，並計劃及統籌會內外之活動。 

外務副會長：  
協助會長處理一切對外事宜，若會長及內務副會長同時缺席時，得代行其職責，代表本會出

席對內及對外之會議，並計劃及統籌會內外之活動。 

秘書：   
處理一切有關本會的檔案、文牘、會議紀錄事宜，準備及發出召開會議通告、議程、會議紀

錄，並兼任會員大會之當然書記。 

司庫：   
處理本會財政事宜，制定 / 核對本會之活動財政預算及財政報告、管理本會之銀行戶口等、

且需定期向本會及「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作財政報告。 

上屆會長：  為幹事會當然成員，對本會提供意見。 

社會服務幹事： 主理本會之社會服務相關的活動，需向會員提供更多社會服務的資訊及消息。 

公民教育幹事： 主理本會之公民教育相關的活動，需向會員提供更多公民教育的資訊及消息。 

領袖培訓幹事： 主理本會之領袖培訓相關的活動，需向會員提供更多領袖培訓的資訊及消息。 

公共關係及 

市場推廣幹事： 

對內處理本會之活動宣傳、消息發放、會員關係等事宜，對外則代表本會處理外務事宜，如

聯校活動，尋找贊助商等。 

會長 

外務副會長 內務副會長 秘書 司庫 

社會服務幹事 

公共關係及市場推廣幹事 公民教育幹事 

領袖培訓幹事 

上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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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會徽、會歌及其他資源 

會徽 

1. 會徽 (公式樣式) 

‧ 公式會徽適用於公式信件、宣傳單張、個人卡片； 

‧ 「W」圖案取自 Wofoo 的「W」字母； 

‧ 圓點代表和富領袖網絡總會及各大專院校分會； 

‧ 圓點與圓點間之連接，象徵「網絡」的意思； 

‧ 右上角的綠葉圖案，為和富社會企業會徽的其中一部分，帶出和富社會企業與和富領袖網絡的關係。 

 

 

 

 

 

 

2. 會徽 (樣式一) 

‧ 適用於會衫、會印； 

‧ 亦適用於會徽闊度少於 15mm 的情況。 

 

 

3. 會徽 (樣式二) 

‧ 適用於視覺上的影像； 

‧ 可因應設計用作背景圖案。 

 

4. 會徽的規格 

甲、會徽的圖型及比例不可更改。 

乙、會徽的標準顏色為藍色及綠色。 

藍色：C71, M15, Y0, K0 

綠色：C48, M1, Y52, K0 

120mm 

34.5mm 

26.2mm 

26.5mm 

樣式一 

樣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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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分會 

1. 會徽 (公式) 

 必須列明所屬分會的名稱。 

 分會會徽可適用於公式信件及宣傳單張，使用規則與和富領袖網絡公式會徽相同。 

 

 

 

 

2. 會徽 (樣式一) 

 

 

 

3. 會徽的規格 

 分會會徽與公式會徽的規格相同。 

 分會會徽必須安照上述兩個樣式處理，如分會欲設計個別會徽，需事前通知秘書處，並於設計完成後得秘書處書面認

可，方能代表分會。 

 分會名稱的標準顏色為紅色； 

紅色：C0, M100, Y100, K0 

 

和富領袖網絡會員發展計劃 

1. 標誌 - 此標誌只適用於已認可的活動 

 

 

 

 

2. 標誌的規格 

標誌的標準顏色包含紅色、藍色及綠色； 

藍色：C71, M15, Y0, K0 

綠色：C48, M1, Y52, K0 

紅色：C0, M100, Y100, K0 

120mm 

34.5mm 

26.2mm 

26.5mm 

120mm 

34.5mm 



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指引            關愛 Love & Care  包容 Inclusiveness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ility  誠信 Integrity 

 14 

和富才俊網絡 

1. 會徽 

 

 

 

 

2. 會徽的規格 

 會徽的圖型及比例不可更改。 

 會徽的標準顏色包含藍色、綠色及灰色； 

淺藍色：C20, M0, Y0, K10 

藍色：C80, M0, Y0, K15 

深藍色：C100, M0, Y0, K20 

淺灰色：C0, M0, Y0, K20 

灰色：C0, M0, Y0, K35 

綠色：C50, M0, Y100,  

 

和富社會企業 

1.  會徽 

 

 

 

 

 

2.   會徽的規格 

 會徽的圖型及比例不可更改。 

 會徽的標準顏色包含紅色、綠色及灰色； 

紅色：C0, M100, Y100, K0 

淺綠色：C59, M0, Y100, K0 

綠色：C90, M30, Y90, K17 

灰色：C0, M0, Y0, K60 

23.8mm 

50mm 

120mm 

35.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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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徽的使用 

‧ 和富領袖網絡乃和富社會企業的核心項目之一，如有需要，公式文件及宣傳刊物 (包括個人卡片) 可以附帶和富社會企

業的會徽，但必須經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審批。以下為兩款可用的格式： 

 

a) 贊助及支持: 

 

 

        (闊度不少於和富領袖網絡會徽 50%，及不少於闊 25mm) 

 

b) 由和富社會企業贊助及支持 

   (字體大小相等於和富領袖網絡會徽上之字體大小) 

 

‧ 和富領袖網絡會徽限於和富領袖網絡總會及分會使用。如涉及個人或商業利益，或授權其他團體於相關活動使用會徽

時，必須得到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授權方可使用。 

 

‧ 如有任何疑問，和富領袖網絡總會及分會請向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諮詢及商議。 

 

4.  會徽使用注意事項 

請勿不恰當使用和富領袖網絡會徽，例如： 

‧ 模仿 

1) 所用的標誌在設計及顏色上可能與和富領袖網絡會徽造成混淆。 

‧ 誤用 

1) 被授權使用和富領袖網絡會徽的人不依從和富領袖網絡相關指引使用會徽。 

2) 任何團體或個人未經授權而使用和富領袖網絡會徽。 

 



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指引            關愛 Love & Care  包容 Inclusiveness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ility  誠信 Integrity 

 16 

 WLN 會歌 

和富領袖網絡會歌《和你一起》(下稱“會歌”)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完成創作，歌曲以美妙的旋律及音韻，配以合適的歌詞，

具體地呈現和富領袖網絡的願景及價值。 

會歌由來自和富領袖網絡其中一間分會－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學生包括黃靖文小姐、鄧皓羚小姐、丁宗偉先生、鄭鳴軒先

生及李昭明小姐，以及和富才俊網絡創會會長何庭康先生等創作；並由多位專業音樂人指導，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教授兼和富領袖網絡中文大學分會顧問李允琪教授、著名音樂人高世章先生、著名填詞人岑偉宗先生以及和富領袖網絡顧

問委員會主席戴健文先生。 

 

會歌有以下版本可供使用 

1. 原整版本 2. 純音樂版本  

3. 純伴奏版本 (MMO)  4. 音樂錄像  

5. 電話鈴聲  

 

會歌使用指引 

1. 會歌可於下列場合播放或演奏： 

(a) 和富領袖網絡重要的慶典或活動時； 

(b) 和富領袖網絡各分會幹事會就職典禮、重要的慶典或活動時；  

(c) 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幹事會就職典禮、重要的慶典或活動時； 

(d) 和富才俊網絡幹事會就職典禮、重要的慶典或活動時；  

(e) 和富社會企業重要的慶典或活動。 

(f) 經和富領袖網絡批淮使用之活動。 

2. 會歌不得在非和富領袖網絡或和富社會企業之活動，或任何未經和富領袖網絡批淮使用之活動中播放或演奏。 

3. 任何人使用會歌前必須向和富領袖網絡申請及填寫申請書 (附錄 5，或可到 wln.hk 下載)，並得到同意授權方可使用。 

4. 未經許可，任何人不得將會歌以電子或其他任何方式複製、傳送或發放。 

5. 未經許可，任何人不得剪輯或修改會歌。 

6. 未經許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修改會歌歌詞。 

會歌的版權屬和富社會企業所有，任何人不得虛假陳述與其創作會歌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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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片 (所有幹事會成員) 

(草圖需經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確認) 

和富領袖網絡會贊助第一次的印刷卡片費用（每位幹事會幹事 100 張），有關供應商的名單可向和富領袖網絡秘書

處查詢。 

1) 尺寸： 卡片尺寸為 90mm x 54mm 

2) 字體： 中文字體請用「華康中黑體」；英文字體為「Arial」 

3) 顏色： 以分會專用的代表顏色作為主色 (參考附錄 4) 

4) 卡片正面：  

甲、個人資料：需清楚列出姓名、職位名稱、電話及電郵地址 

乙、 相片格式： 

 需於 45mm x 28mm 的黑格內  

(圖中黑格只供參考，並不顯示於卡片上) 

 需「褪地」及沿卡片底部 

 建議用半身相片 

5) 卡片背面： 

甲、列印出整個幹事會成員的名單 

乙、以鮮色突顯卡片持有者所屬的幹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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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衣 

如分會欲制作會衣，可向和富領導網絡秘書處遞交資助申請，草圖需經秘書處確認。 

建議選用 POLO TEE。 

以分會專用的代表顏色作為會衣主色(參考附錄 4)，及使用單色會徽 (建議選用白色) 

 

 會印 

(由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提供)  

每個分會有一個大會印及一個小會印 

 

會印使用須知： 

只適用於收取文件、發佈文件及一般文件上  

(如：宣傳海報及刊物)，無須任何簽名。 

 

會印 + 會長或司庫簽名可用於正式文件。(如：收據及合約) 

 會長帶 

(由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提供) 

 

每個分會有一條會長帶，上面刻有歷屆會長的名稱，幹事會每年將交接到新一屆會長手上，詳情可向和富領袖網

絡秘書處查詢。 

會長帶的使用須知： 

1) 會長帶為分會會長的象徵。 

2) 會長帶乃和富領袖網絡資產，分會會長於使用或配戴時如有遺失或任何損壞，分會會長需承擔一切責任。

會長帶在一般情況下會由秘書處保管。 

院校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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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旗 

(由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提供) 

每個分會有兩面會旗，分別為直旗及橫旗，兩面會旗適用於不同的場合，詳情可向

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查詢。 

會旗的使用須知： 

1) 會旗為分會的象徵。 

2) 會旗乃和富領袖網絡資產，分會應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任何損壞，分會幹

事需承擔一切責任。 

 

 

 徽章 

徽章為 WLN 身份的象徵。不同徽章的款式代表不同的職級。 

 彩色 WLN WLN 會員 

 

 

 

金色 WLN WLN 幹事會成員 

 銀色 WLN WLN 顧問 

 

 彩色 WIN WIN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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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常會務運作 
 

i. 每月例會 

1. 每個分會需最少每個月開一次例會(在非辦公時間)。 

2. 會議議程* (由會長草擬) 須於會議前 36 小時發放給所有出席者。 

3. 會議前通知所有出席者正確的會議時間及地點。 

4. 邀請和富領袖網絡顧問及秘書處同事列席會議。 

5. 會議應避免冗長，盡可能約 2 小時完會。 

6. 會議紀錄* 需於會議結束後兩星期內提交給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 (參考附錄 6，可選用中文或英文版本。) 

ii. 每月財務報告 

可參考 4.財務指引。 

iii. 更新會員資料紀錄表 

幹事會成員必需每半年向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更新會員資料紀錄表，紀錄表的規格可參考 3.2.4 會員資料紀錄表。 

iv. 管理分會電郵，向會員定期發放活動電郵 

分會的電郵地址可向秘書處查詢，分會幹事會成員有責任把分會活動及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的資訊發放給所有會

員。 

v. 更新網頁的程序 

秘書處建議每間分會成立一個 Facebook 專頁，幹事可透過專頁，將和富領袖網絡的資訊發放給所有的會員。 

vi. 短期借用器材 

秘書處就一般物資，會提供短期借用服務，詳情可參考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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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指引 

3.1 招收新會員 

 

1. 準備宣傳用物資 

(包括海報、單張、橫額及報名表等) 

2. 準備行政用物資 

(包括筆、單據簿、會員証、會員資料紀錄表及會印等) 

3. 要求參加者填妥入會報名表 

4. 會籍接年期劃分，所收取之會費亦有所不同，詳情如下﹕ 

會籍 會費 

一年 $40 

兩年 $70 

三年 $100 

四年 $120 

5. 收取會費 

6. 分配一個「會員編號」給參加者 

7. 把「單據」及「會員証」交給參加者 

8. 更新會員資料紀錄表 

9. 把會費於 7 日內存入分會的銀行戶口 

10. 於下一個月的首個工作日前，提交入數紙及更新的會員資料紀錄表至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3.1.1  入會報名表及會員資料紀錄 

每間分會將會擁有一份網上報名表格，所有已填妥個人資料的報名表將由司庫保存妥當。幹事會成員必須負責定

期更新/檢查會員資料紀錄表。 

報名表格可於 wln.hk 下載（資源分享常用文件）



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指引            關愛 Love & Care  包容 Inclusiveness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ility  誠信 Integrity 

 22 

AA 

BB 

CC 

會員姓名需於橫線上筆錄 

(中文及英文)  

登記入會 (月份/年份) 

(例: 09/2011)  

3.1.2  會員編號 

例：嶺南大學和富領袖網絡於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的第 68 個會員，登記成為會員的會員編號如下：

 

 

3.1.3  會員証 

(草稿需經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確認) 

尺寸:       90mm (L) x 54mm (W) 

用料:       白咭 250g 

會員的分類:  1 粒星 (代表 1 年會籍) 

2 粒星 (代表 2 年會籍) 

3 粒星 (代表 3 年會籍) 

4 粒星 (代表 4 年會籍) 

(院校可採用個別的分類方法，但需經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確認作實) 

 

 

 

 

 

 

入會的學年:  

如：09/2013-08/2014 = 13 

第 XXXX 個會員  

(由該入學年份開始計算) 

 

LU – 13 – 0068 
 

學校的縮寫（2位編碼）: 

如：CU(CUHK), CT(CityU),  

LU, UT… 

(參考附錄8) 

A. 所屬院校名稱; 

B. 所屬院校標誌 (卡底部向左對齊); 及 

C. 作會員証退回用之地址、電話、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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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活動計劃程序 

 

S for Survey: (資料搜集) 

 了解分會的需要 

(領袖培訓 / 公民教育 / 社會服務 / 其他) 

 配合不同類型活動而推廣關愛、尊重、包容、負責任及誠信等不同的核心價值 

 

A for Analysis: (資料分析) 

 確定活動的目的及預期成效 

 估計所需的資源 (包括人手、資金及時間等) 

 識別活動的合作伙伴 (如服務機構、贊助單位…) 

 

P for Planning: (活動計劃) 

 準備活動計劃書及工作時間表 

 準備邀請信給不同的合作伙伴 

 諮詢顧問或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有關信件及活動的進一步意見 

 修改活動計劃書及邀請信 

 

E for Execution: (活動實行) 

 組織籌委，成員包括： 

一位會員為整個計劃負責人 

一位會員負責活動內容 

一位會員為活動財政 

一位會員為活動秘書 

一位會員負責活動物流及宣傳 

 與合作伙伴確定合作內容 

 確定活動細節 

 開始宣傳及招收參加者 

 推行活動 

 

E for Evaluation:  

 活動完結後，舉行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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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活動贊助 / 支持機構邀請程序 (包括和富慈善基金) 

 

1. 準備活動計劃書 (參考附錄 9) 

 

2. 準備邀請信 

建議內容如下： 

 Who are you? 

個人介紹, 甚麼是和富領袖網絡? 你是哪一個分會?  

 What is your event about? When and Where? 

你的活動目的是甚麼? 簡單簡介你的活動內容。舉辦有關活動的意義 / 需要是甚麼? 

 What are you asking for? 

你想從該機構得到甚麼? 如金額資助、禮品或服務等。為什麼你會選擇該機構?  

 Why I need to sponsor/ support you? 

該機構可得到甚麼? 為什麼該機構需要支持你?  

你的宣傳計劃是甚麼? 你將會於哪裡替贊助商宣傳？ 

 How can the potential sponsor reply you? 

你的聯絡資料。 

3.4 申請成為和富領袖網絡會員發展及獎勵計劃培訓活動 

 

經過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批核後，重點活動可以申請成為和富領袖網絡會員發展及獎勵計劃 (ENRICH) 的培訓活動之

一。申請表格可於 wln.hk 下載（資源分享常用文件） 

 根據 ENRICH 活動指引計劃培訓項目 (參考附錄 10) 。 

 

 填妥 ENRICH 培訓活動申請表。 

 

 於活動舉行兩個月前，將 ENRICH 培訓活動申請表連同活動計劃書交給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會於收到申請表後一個月通知分會有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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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參與和富領袖網絡年度活動 

 
幹事會成員有責任出席由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及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所舉辦的活動，包括： 

-「青出於藍」會長學堂 

- 會長聯席會議 (季度) 

- 和富領袖網絡週年大會 

 

3.6 交接程序 

1. 招募幹事會成員 

2. 與有可能成為幹事會成員之參加者進行面試 

3. 新幹事會於交接前須： 

 撰寫「年度計劃」 

 撰寫「年度財務計劃」 

4. 現任幹事會於交接前須： 

 撰寫「年度會務報告」 

 撰寫「年度財務報告」 

 召開會員大會  

(根據不同院校而定，詳情可參照會章，附錄 2) 

 準備以下交接時所需物資： 

會長帶、會旗、會印、會衫、會員資料紀錄表及其他剩餘的分會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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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T W Th F S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June 2011

4. 財務指引 

4.1 司庫的職責 

司庫負責處理本會財政事宜，制定 / 核對本會之活動財政預算及財政報告、管理本會之銀行戶口等、且需定期向

本會及「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作財政報告。 

4.2 年度財務計劃 (附錄 11，可選用中文或英文版本。) 

1. 於上任前，應確定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及主要的支出項目，並根據不同之會內活動幹事的報告而作出修改。 

2. 總結全年的活動收支。 

4.3 定期日常運作 

每月財務報告 (附錄 11，可選用中文或英文版本。) 

分會需於每個月的第一個工作天前，向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提交上一個月的財務報告。並附上資料如： 

– 五月份的新會員會費銀行入數紙 

– 更新的會員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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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現金 / 支票程序 

銀行戶口資料: 

銀行             : 中國銀行 (香港)   

戶口名稱      : Wofoo Leaders' Network Limited 或 Wofoo Leaders' Network 

戶口號碼      : 012-586-0-002823-7 

 

1. 每項存入的資料，必須提供入數紙正本或副本。 

2. 於下一個月的首個工作日前，提交入數紙及會員資料表至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發出收據程序 

所有發出的單據必須列有以下的資料： 

1) 機印 / 手寫 - 單據號碼 (順序的，不可以重覆); 

2) 會印 及 會長/司庫的簽名;  

3) 繳付的項目;  

4) 繳付的金額;  

5) 支款人的資料  

(如單據涉及會員費用，須清楚列明會員姓名及會員號碼) 

 

會員姓名及會員號碼 

繳付的款項 (以文字表示) 

繳付的項目 

繳付的款項 (以數字表示) 

會印 及  

會長/司庫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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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活動的會計程序 

 計劃階段 

步驟 1 列出所有可能的開支。(包括物資購買及交通費用) 

步驟 2 估計可能的收入。 

步驟 3 準備活動預算表。 

步驟 4 於活動開始前一個月，向秘書處提交活動預算表。 

步驟 5 

獲得秘書處批准後，如需要，可遞交預支款項申請表格 

(參考附錄 12)  (註：每張預支款項申請表格的最高限額為港幣$5,000，而每個月不可多於兩

次申請。) 

 

 活動期間 

步驟 1 
收入:  

於七日內 (從收取日期開始計算) 將所有收入存到和富領袖網絡銀行戶口，並保留所有入數紙。 

步驟 2 
支出 (以支票繳交): 

於繳費限期前一個星期，直接將收據正本提交至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步驟 3 
支出 (以現金繳交): 

保留所有收據。 

 

 活動後 

步驟 1 準備收入及支出紀錄表 

步驟 2 於下一個月的首個工作日，提交所有入數紙至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步驟 3 活動後一個月內，須將收入及支出紀錄表提交至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步驟 4 將預支款項連同所有收條及收據歸還至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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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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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領袖網絡 

物資清單 

 

 

 會章 

 幹事會成員名單 

 年度計劃 

 年度財務計劃 

 卡片 

 會衫 

 會印 

 會旗 

 會長帶 

 徽章 

 入會報名表 

 宣傳刊物 

 會員証 

 會員資料紀錄表 

 Facebook 專頁 / 網頁 

 單據簿 

 

 

APPENDIX 1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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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大專院校名稱)和富領袖網絡 

分會會章  

 

第一章：總綱 

 第一條：名稱 

  本分會定名為「(所屬大專院校名稱)和富領袖網絡」（以下簡稱本分會）。 

  英文名稱為「(所屬大專院校名稱)Wofoo Leaders’ Network」，簡稱「(所屬大專院校英文簡稱)WLN」。 

 

 第二條：願景和宗旨 

  本分會的願景： 

  培育未來領袖，推廣「負責任公民」理念，建立和諧、關愛的社會。 

  本分會的宗旨如下： 

  (1) 透過各項培訓活動及交流機會，促進青年的全人發展及培育未來領袖。 

  (2) 推廣「負責任公民」理念，建立和諧、關愛的社會。 

  (3) 加強國民身份的認同。 

 

 第三條：地位 

  本分會為(所屬大專院校名稱)學生會/學生事務辦事處下之註冊學生組織，同時為「和富社會企業」

屬下一青年項目及「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分會之一，其命名權屬「和富領袖網絡有限公司」所

有，必須履行「和富領袖網絡」的願景和宗旨。 

 

 第四條：法定語文 

  本分會以中、英文為法定語文，若有衝突之處，則以中文為準。 

 

 

第二章：幹事會 

 

 第五條：權責 

  (1) 幹事會負責管理及處理會務，包括本分會所舉辦的校內活動，及協辦「和富領袖網絡」聯校活

動。 

APPENDIX 2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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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幹事會須每年向校方及「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1提交各項會務文件，包括會員名單、分會

幹事會名單、顧問名單、去年度工作報告、去年度財政報告、來年度工作計劃、來年度財政預

算及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 

 

 第六條：組成： 

  (1) 幹事會人數最小為 6 人，由常設幹事及非常設幹事組成。幹事會成員不能擔當多於一項常設幹

事職責。非常設幹事數目可視乎本分會之發展情況由應屆幹事會自行決定有所增減。分會亦可

接需要自行設立活動小組委員會（Sub committee）以支持會務發展，惟分會必需通知秘書處有

關決定。 

常設幹事包括： 

    上屆會長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會長 President 

    內務副會長 Internal Vice-President 

    外務副會長 External Vice-President 

    秘書 Secretary 

    司庫 Treasurer 

   非常設幹事，例如： 

       公共關係及市場推廣幹事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Officer  

       領袖培訓幹事 Leadership Training Officer 

    公民教育幹事 Civic Education Officer 

    社會服務幹事 Social Service Officer  

 

  (2) 幹事會成員職責： 

   (i) 上屆會長：   為幹事會當然成員，對本分會提供意見。 

   (ii) 會長： 對外代表本分會，對內處理本分會行政事宜，並負責召開及主持本分會會

議。會長為會員大會的主席。 

   (iii

) 

內務副會長： 協助會長處理一切行政事宜，若會長缺席時，得代行其職責，代表本分會

出席對內及對外之會議，並計劃及統籌會內外之活動。 

   (iv) 外務副會長： 協助會長處理一切對外事宜，若會長及內務副會長同時缺席時，得代行其

職責，代表本分會出席對內及對外之會議，並計劃及統籌會內外之活動。 

                                                 
1 「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由總監、副總監及顧問等組成，協助組織、管理「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分會」及「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推

行活動。詳情請參閱「和富領袖網絡」相關手冊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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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秘書： 處理一切有關本分會的檔案、文件、會議紀錄事宜，準備及發出召開會議

通告、議程、會議紀錄，並兼任會員大會之當然書記。 

   (vi)  司庫： 處理本分會財政事宜，並定期向本分會幹事會及「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

會」作財政報告。 

 

 第七條：任期 

  視乎每間院校情況而定。一般由每年一月開始至十二月止。幹事最多可以連任一次。上屆幹事會須

於應屆幹事會上任後一個月內，正式完成交接予應屆幹事會。 

 

 第八條：選舉 

  (1) 應屆幹事會須於來屆幹事會選舉前最少兩個月按本分會相關手冊及附錄議定有關選舉安排。 

  (2) 幹事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 必須為「和富領袖網絡」會員； 

二、 必須遵從本分會會章； 

三、 應屆畢業生不得競選新一屆幹事會成員；及 

四、 應屆幹事會成員可競選連任。 

  (3)  凡六至十五位符合成為幹事資格的會員可組成一候選內閣，以內閣形式參選。該候選內閣須自定

會長、內務副會長、外務副會長、秘書、司庫及其他幹事，再由會員經會員大會投票選出。 

  (4) 於確認新一屆幹事會名單後，幹事會須提交有關名單予校方、「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及「和

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2存檔。 

 

 第九條：會議 

  (1) 常務會議 

   (i) 幹事會須每月最少召開常務會議一次，由會長召開之。 

   (ii) 須於開會前三十六小時通知各幹事、「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公告各會員，邀請出

席，並附議程。 

  (2) 特別會議 

   (i) 如半數幹事聯署或會長要求下可召開特別幹事會會議。 

   (ii) 須於開會前二十四小時通知各幹事、「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公告各會員，邀請出

                                                 
2 「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向「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負責，透過組織不同聯校活動活動，加強「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分會」成員之

聯繫及交流，達到資源共享，進一步發揮「和富領袖網絡」的影響力，詳情請參閱相關手冊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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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並附議程。 

  (3) 法定人數 

   幹事會常務會議之法定出席人數為幹事會人數二分之一或以上。幹事會特別會議的法定人數及議

決程序與分會幹事會常務會議相同。 

  (4) 表決 

   幹事會會議決定須得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方能通過。 

  (5) 發言權及表決權 

   (i) 所有出席及列席者均有發言權。 

   (ii) 僅幹事會成員具有會議之提案權、和議權及表決權。 

   (iii) 任何議案如涉及個人聲譽或利益衝突考慮，相關人士不得對有關議案作出表決。 

  (6)  請假： 

   幹事請事假須於常務會議四十八小時前或特別會議十二小時前徵得會長同意，並申述其理由。 

  (7)  會議記錄： 

   常務會議或特別會議均須由秘書作會議記錄，會議記錄須於會議結束後兩星期內由會議主席確

認，公告會員並呈交給「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 

 

 第十條：遺缺與補選 

  (1) 幹事會上任後一個月內可加入新幹事，並按選舉程序進行補選。 

  (2) 幹事會上任後六個月內，如有遺缺，可按選舉程序進行補選。 

  (3) 幹事會上任超過六個月，如有遺缺，不再進行補選。如會長有遺缺，由內務副會長遞補之。如

內務副會長同時有遺缺時，則由外務副會長遞補之。 

  (4) 幹事會會長、內務副會長及外務副會長三人或全體幹事半數或以上，同時或先後遺缺時，幹事

會則自動解散。如遇幹事會解散時或新幹事會逾期仍未選出時，則幹事會職權暫由「和富領袖

網絡督導委員會」處理，至另行選出新學生幹事會為止。 

 

 第十一條：辭職 

  (1) 凡幹事辭職，須親自以書面向本分會幹事會會長申述其理由，並得二分之一以上幹事通過，交

接手續須於一星期內辦妥。 

  (2) 凡有幹事辭職，幹事會會長須於幹事會通過有關請辭後一星期內知會校方、「和富領袖網絡督導

委員會」及「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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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懲治 

  (1) 彈劾： 凡幹事有失職或違反會章時，經(i)三分之一或以上幹事或(ii)十分之一或以上/十五

名會員聯署要求，可提幹事會討論，經三分之二以上幹事通過，再經「和富領袖網絡

督導委員會」批准，得彈劾之。  

  (2) 罷免： 凡幹事有嚴重失職或違反會章時，經(i)三分之一或以上幹事或(ii)十分之一或以上/

十五名會員聯署要求，可提交幹事會討論，經三分之二以上幹事通過，再經「和富領

袖網絡督導委員會」批准，得罷免之。  

 

 

第三章：會員 

 第十三條：資格 

  (1) 凡就讀於(所屬大專院校名稱)的全日制學生； 

  (2) 認同本分會願景和宗旨；  

  (3) 願意促進本分會發展，身體力行，積極參與推行各大小活動; 

  (4) 向本分會登記及繳交會費;及 

  (5) 得到本分會批准其會員資格之申請。 

 

 

 第十四條：權利 

  (1) 出席本分會會員大會，並享有選舉、被選、投票、發言、動議及和議權； 

  (2) 出任本分會及「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各職位； 

  (3) 參與本分會所舉辦的活動； 

  (4) 於本分會幹事會同意下使用所屬本分會的物資； 

  (5) 向本分會提供意見；及 

  (6) 享用本分會所提供的福利。 

 

 第十五條：義務 

  (1) 須遵守本分會會章及手冊； 

  (2) 須繳交會費及其他所需費用； 

  (3) 應支持本分會活動； 

  (4) 應盡力協助總會及本分會幹事推行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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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應接受「和富領袖網絡大專院校總會」及本分會委任之職務；及 

  (6) 應提供足夠的個人資料以登記作會員。 

 

 

第四章：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組織 

  (1) 由本分會所有會員組成，凡會員皆有權出席會議，並擁有投票權。 

  (2) 幹事會會長為會議當然主席，若會長出缺，則由內務副會長出任大會主席，如兩者皆出缺，由

外務副會長出任主席。幹事會秘書為當然書記。若幹事會秘書缺席，則由會長委派其他幹事出

任大會書記。 

 

 第十七條：權責 

  (1) 建議、討論及通過本分會幹事會的會務報告、財政預算及財政報告。 

  (2) 選舉本分會幹事會。 

  (3) 就修改本分會會章作出建議。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由本分會幹事會負責召開，每年召開一次，向會員作年度工作及財政報告、進行下屆幹事

會選舉，並在有需要時就修改會章作出建議。 

  (2) 特別會員大會 

  除週年會員大會外，其餘會員大會一律稱作特別會員大會，由本分會幹事會基於以下情況召開： 

  (i) 有十分之一以上會員書面聯署要求，而聯署文件中列明要求討論事項之具體內容 。 

   

 

 第十九條：會議通告 

  (1) 會員大會 

  幹事會須於會員大會會議前不少於二十一天在本分會網頁發出會議通告，並以電郵通知全體會員及

「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舉行會員大會的日期、時間、地點、議程及其他細節。 

  (2) 特別會員大會 

  幹事會會長須於接到書面聯署後三十日內與聯署發起人及「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制訂會議議程

及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並於特別會員大會會議前不少於十四天在本分會網頁發出會議通告，並以電郵

通知全體會員及「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舉行特別會員大會的日期、時間、地點、議程及其他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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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會議運行程序 

  (1) 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為會員十分之一或以上(包括授權書人數)，在預定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法定人數時，主席須宣佈流會，議程將交押後會議處理； 

  (2) 會議進行中，如在場出席人數減至不足法定人數時，會議仍可繼續進行。唯倘有在場出席者提

出反對時，則須有法定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贊成繼續，會議方可繼續進行。如在場出席人數減至

法定人數二分之一以下時，主席須宣佈休會，直至足夠法定人數時才可續會。如休會後一小時

內仍沒有足夠法定人數二分之一，主席須宣佈將議程交續會處理。 

  (3) 會員大會之續會/押後會議須在原會議日期起計的十四日內召開。 

  (4) 幹事會須於宣佈休會後二十四小時內公佈續會/押後會議的舉行日期、時間及地點，並須於會員

大會之續會/押後會議前不少於七天發出會議通告，並以電郵通知全體會員及「和富領袖網絡督

導委員會」舉行會員大會之押後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議程及其他細節。押後召開之會員

大會，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構成法定會議人數。 

  (5) 除非得到不少於出席會議的百分之七十五的會員同意，特別會員大會不可議決沒有列在議程內

的議案。 

  (6) 所有出席者均有發言權，唯只有本分會會員具有提案權、和議權及表決權。 

  (7) 所有議案須得到不少於出席會議的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同意，方可通過生效。 

  (8) 會員大會必須由秘書作會議記錄，會議記錄須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由會議主席確認，公告會員

並呈交給「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 

 

 

第五章：財政 

 第二十一條：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與本分會幹事會任期相同。 

 

 第二十二條：財政來源 

 本分會財政主要來自會費、籌款及外界贊助。本分會應設立獨立戶口處理有關財政事宜。 

 

 第二十三條：財務管理 

  幹事會會長和司庫須根據本分會發出的指引負責財務管理，包括日常會費收入、活動收支、保管現

金等。 

 

 第二十四條：財政報告 

  司庫須於幹事會常務會議上向幹事會匯報財政狀況；並在會員大會上向會員報告財政狀況及呈交財

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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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其他  

 第二十五條：會章解釋 

 「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是本會章之唯一解釋機構。 

 

 第二十六條：會章修改 

  (1) 「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對本會章具最終修改權，可修改、刪除本會章任何條款。 

  (2) 經三分之二以上幹事通過，幹事會可向「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提出修改會章之建議。經

「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批准可修改之。 

  (3) 如本分會因應所屬大專院校學生組織註冊要求，而必須對本會章內容作出修改，經三分之二以上

幹事通過，幹事會可向「和富領袖網絡督導委員會」提出修改會章之建議。唯所修改內容不得與

本會章原有內容產生衝突，而相關修改部分亦只適用於本分會。 

 

2010 年 11月 17 日訂立 

修訂日期：2013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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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大專院校名稱)和富領袖網絡 

201X Year Plan 

201X 年度計劃書 

Objective of the year 年度目標： 

 

Number of members 會員人數： 

 

Introductio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幹事會成員介紹： 

Title 職位 Name 姓名 

 

Contact number 

聯絡方法 

Discipline and year 

學系及年級 

會長 

 

Chan Tai Man 

陳大文 

XXXXXXXX Business Administration/Year 1 

工商管理/Year 1 

內務副會長 

 

Ng Mimi 

吳美美 

XXXXXXXX Social Science/Year 2 

社會科學/Year 2  

外務副會長 Li Tai Keung 

李大強 

XXXXXXXX Engineering/Year 2 

工程/Year 2 

司庫    

秘書    

 

Year plan 年度計劃： 

Date 日期 Content 內容 Estimated funding

預期經費 

Person-in-charge

活動負責人 

1 月/201X 活動一   

2 月/201X 活動二   

5 月/201X 活動三   

6 月/201X 活動四   

8 月/201X 活動五   

11 月/201X    

The above activity content and format are subject to changes. 

以上年度活動其內容及形式將會因應實際情況而有所改動。 

APPENDIX 3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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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One 活動一 《Name of the activity 活動名稱》 

Date 日期：  

Venue 地點：  

Target 對象：  

Objective 目的：  

Partnering bodies 合作單位：  

Promotion channel(s)宣傳渠道：  

Content of the activity 內容：  

Estimated difficulti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 預期困難及解決方法： 

 

Estimated funding 預期經費：  

Remarks 備註：  

 

Activity Two 活動二 《Name of the activity 活動名稱》 

Date 日期：  

Venue 地點：  

Target 對象：  

Objective 目的：  

Partnering bodies 合作單位：  

Promotion channel(s) 宣傳渠道：  

Content of the activity 內容：  

Estimated difficulti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 預期困難及解決方法： 

 

Estimated funding 預期經費：  

Remarks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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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urs for different Chapters table 

分會專用的代表顏色 

對應表 

Chapter 

分會 

Colour 

所屬顏色 
Pantone code 

IWLN Light Green  

CITA Orange  

CityU Red  

VTC Light Blue  

PolyU Grey  

HKBU Purple  

CUHK Yellow  

HKU Deep Blue  

OU Deep Green  

UST Blue Green  

LU Sapphire blue   

Uni-Yan Brown  

IED Light Pink  

TWC Deep Red  

APPENDIX 4 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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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領袖網絡會歌《和你一起》使用申請書 

甲、申請人資料 

1. 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機構/組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擔任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使用會歌詳情 

1. 播放場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播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播放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用途：(可選多於一項) 

□ 製作和富領袖網絡活動宣傳片  

□ 活動背景音樂  

□ 介紹和富領袖網絡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播放版本：(可選多於一項) 

□ 原整版本 

□ 純音樂版本 

□ 純伴奏版本 (MMO) 

□ 音樂錄像 

□ 電話鈴聲 

 

丙、聲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須與甲部項目 1 相同)，向和富領袖網絡申請使用會歌，如獲批准，本人承諾遵守上列

各項使用指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填妥表格後請電郵至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 secretariat@wln.hk

APPENDIX 5 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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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6 附錄 6 

Agenda (SAMPLE) 
Date: XXXXX 
Time: XXXXX 
Venue: XXXXXX 
Attendance: XXXXXX 
In attendance: XXXXXX 
 
Agenda item 

1 Endorsement of meeting agenda 
2 Endorsement of last meeting minutes 
3 Matters arising from last meeting minutes 
4 Report from the President 

4.1 XXXX 
4.2 XXXX 
4.3 XXXX 

5 Discussion items: 
5.1 XXXX 
5.2 XXXX 
5.3 XXXX 

6 A.O.B 
7 Next Meeting Date 

Minutes (SAMPLE) 
Date: XXXXX 
Time: XXXXX 
Venue: XXXXXX 
Attendance: XXXXXX 
Absent: XXXXXX 
In Attendance: XXXXXX 
            Action by 

1. Agenda endorsed by XXXX,  
with no objection 
 

2. Last meeting minutes endorsed by XXXX,  
with no objection 
 

3. Matter arising from last meeting minutes 
3.1. XXXX  
3.2. XXXX XXX 

 
4. Report from the President  

4.1. XXXX - XXXXX   XXX 
4.2. XXXX - XXXXX    

 
5. Discussion items: 

5.1. XXXX – XXXXXX   XXX 
5.2. XXXX – XXXXXX   XXX 

 
6. Next Meeting Date 

 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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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 & Procedure of Borrowing Equipment for Short Term 

Usage 
 

Step 1:  Check availability before borrow – Send an email to enquiry@wln.hk, stated clearly with 

chapter name, require date, require equipment and contact person. 

 

Step 2:  Contact responsible staff for the booking request 

Contact the responsible staff to confirm the booking verbally at least one week before the usage of 

equipment, and then responsible staff should update the booking request to the intranet accordingly. 

Should the borrower cancels/changes the booking, he/she should report to the responsible staff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make the equipment available for another borrower.  

Responsible staff for different chapters: 

 

 

 

 

 

 

 

 

Step 3: Pick up the equipment 

Borrower should go to the responsible staff to pick up the equipment in person and sign up the “Borrow 

Equipment Sheet”. Before checking out, borrower is obligated to check if there is any physical damage 

of the equipment. Borrower is responsible for any physical damage or missing parts of the equipment 

during the borrowing period.  

 

Step 4:  Return the equipment 

Borrower is responsible to return the equipment on time in person as agreed. Check out by signing the 

“Borrow Equipment Sheet”. Responsible staff should check if there is any physical damage or missing 

parts of the equipment. The borrower should report to the responsible staff for extension of borrowing 

period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see if the equipment is still available for extension.

Chapters Name Contact Email 

UST, HKBU, Uni-Yan, CITA Byron Wong 3651-5392 byronwong@wofoo.com 

HKU, CU, HKAPA Ada Chun 3651-5266 adachun@wofoo.com 

TWC, HKPU, CityU Sean Leung 3651-5260 seanleung@wofoo.com 

IVE(CW), IVE(HW), IVE(KC), IVE(MH), IVE(DL),  

IVE(KT), IVE(TY), IVE(ST), IVE(TM), THEi 
Kay Yu 3651-5244 kayyu@wofoo.com 

HKIEd, LU OU Evelyn Lee 3651-5100 evelynlee@wofoo.com 

APPENDIX 7 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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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用器材程序及指引 

 

步驟一:  檢查器材是否可借用 

電郵以下的資料致 enquiry@wln.hk 

- 所屬院校名稱 

- 借用日期 

- 借用器材 

- 聯絡人  

 

步驟二:  預約器材 

借用者請最少於一星期前向負責同事預約，由負責同事更新內聯網的預約申請。借用者如需取消或更改租借，請

儘早通知負責同事，以免影響其它人借用器材。 

 

負責同事的聯絡方法： 

 

 

 

 

 

 

 

 

 

步驟三:  借出器材 

借用者請到負責同事處借用器材，並填妥 “器材借出記錄表”。在借出器材之前，請借用者仔細檢查器材是否有

任何損毀或遺失配件。器材一經借出後，借用者便要負責該器材之任何損毀或遺失，直至妥善歸還該器材與負責

同事為止。 

 

步驟四:  歸還器材 

借用者請確保如期歸還所借出的器材，並在歸還時填妥 “器材借出記錄表”。 負責同事請即時仔細檢查器材是

否有任何損毀或遺失配件。如借用者需要延長借出器材的時間，請儘早聯絡負責同事辦理延期租借申請(視否有否

其他借用者已辦理預約申請)。 

分會 同事姓名 電話 電郵 

UST, HKBU, Uni-Yan, CITA Byron Wong 3651-5392 byronwong@wofoo.com 

HKU, CU, HKAPA Ada Chun 3651-5266 adachun@wofoo.com 

TWC, HKPU, CityU Sean Leung 3651-5260 seanleung@wofoo.com 

IVE(CW), IVE(HW), IVE(KC), IVE(MH), IVE(DL),  

IVE(KT), IVE(TY), IVE(ST), IVE(TM), THEi 
Kay Yu 3651-5244 kayyu@wofoo.com 

HKIEd, LU, OU Evelyn Lee 3651-5100 evelynlee@wofoo.com 

mailto:enquiry@wln.hk
mailto:byronwong@wofoo.com
mailto:adachun@wofoo.com
mailto:seanleung@wofoo.com
mailto:kayyu@wofoo.com
mailto:evelynlee@wofoo.com


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指引            關愛 Love & Care  包容 Inclusiveness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ility  誠信 Integrity 

 46 

 

 

Abbreviation of different tertiary institutions 

不同院校的縮寫 

Full name 全寫 

Official 

abbreviation 

院校官方縮寫 

Indication on 

membership card

會員証上的縮寫 

Integrated Wofoo Leaders' Network, Tertiary Institution IWLN IW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Wofoo Leaders' Network HKAPA AP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ofoo Leaders' Network HKBU BU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foo Leaders' Network CityU CT 

Wofoo Leaders’ Network–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 CU 

Wofoo Leaders’ Network–Clothing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CITA C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foo Leaders' Network HKU HK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Wofoo Leaders' Network HKIEd IE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hai Wan)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CW) CW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king Wong)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HW) HW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wai Chung)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KC) KC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wun Tong)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KT) KT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ee Wai Lee) &  

Hong Kong Design Institute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LWL) & 

HKDI 
LW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Morrison Hill)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MH) MH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a Tin)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ST) ST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uen Mun)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TM) TM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sing Yi) Wofoo Leaders' Network IVE (TY) TY 

Lingnan University Wofoo Leaders' Network LU LU 

Student Wofoo Leaders' Network Society (Full-time Programme) - A student 

society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U OU 

Wofoo Leaders' Network, HKPUSU HKPU PU 

Uni-Yan Wofoo Leaders' Network UNI-YAN SY 

Wofoo Leaders' Network, HKUST HKUST UT 

Tung Wah College Wofoo Leaders' Network TWC TW 

APPENDIX 8 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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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和富領袖網絡 (2012-2013) 

Wofoo Leaders’ Network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2013) 

 

Project name  

活動名稱 ： 

 

 

Executive summary 

活動摘要 ： 

 

(Briefly introduce programme content 簡單介紹計劃資料) 

 

 

Objective(s)  

計劃目的 ： 

 

(Why organize this activity? What is the purpose(s) of activity? What 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impact/objective would the activity achieve? 為何要組織這活動？舉辦活動的目的是甚麼？希

望透過活動達致哪些長遠和短期的具體改變 / 長期和短期的成果目標？) 

 

Proposed date  

建議日期 ： 

  

Proposed time  

建議時間 ： 

 

Proposed venue  

建議地點 ： 

 

Target participants 

建議對象 ： 

(Target participants/ Service targets etc. 參加者對象、服務對象等)  

Project direction  

項目方向 ： 

 

Leadership / Civic Education / Social Service 

領袖培訓 / 公民教育 / 社會服務 

(Please delete the inapplicable ones. 請刪去不適用者。) 

Proposed rundown  

建議程序 ： 

(Preparation and on-day operation rundown 事前準備工作及活動當日的工作時間表) 

 

Proposed 

promotion plan  

宣傳計劃 ： 

 

(Promotion channels with timeline 宣傳渠道及相應時間。e.g. Facebook, Poster, Email, Banner...) 

 

APPENDIX 9 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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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人力資源分配 ： 

(E.g. the ratio of officers/volunteers and participants; division of wor. 如義工與參加者的比例，分

工) 

 

Proposed material 

required 

預計所需物資 ： 

(E.g. props, souvenirs and stationery etc. 如道具、紀念品及文具等。) 

 

Contingency plan  

應變計劃 ： 

(Estimated difficulties, such as weather, venue, financial and recruitment, with proposed 

solutions 預計可能出現的困難(如天氣、場地、財政、招募反應)，預先構想可如何應變) 

Evaluation  

計劃成效評估： 

 

(A method to evaluate the activity on enrolment number, responses from the participants, 

through means such as a questionnaire, sharing session or others. 構想如何去評估計劃的成

效 e.g. 參加人數？會員反應？問卷？ 分享會？) 

Person-in-charge  

項目負責人 ：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name, title, contact number and email. 負責幹事姓名，職位，聯絡電

話及電郵) 

Working committee 

策劃團隊 ： 

(Other assisting committee members with names and respective titles.其他協助幹事姓名，職位) 

 

Other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其他參與機構 ： 

(Other partnering or co-organizing bodies.其他協辦團體) 

 

 

 

Budget 財務預算： 

INCOME $ EXPENSES $

Subsidiaries from SAO 3,000.00 Promotion Expense 500

Income from Participants ($40 x 10

members)
400 Stationery 100

Souvenir 200

Gift 300

Camp fee 2,000.00

Travelling Expenses 100

Miscellaneous 200

3400 3400

0BALANCE (INCOME - EXPEN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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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領袖網絡顧問/秘書處意見 Comments from WLN Advisors/ Secretariat   

 

 

 

 

 

 

 

 

 

 

 

 

 

 

 

 

 

審批 Approval 

Endorsed by 

President 

會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Checked by 

Secretariat 

秘書處核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Approved by 

Supervisor / Deputy 

Supervisor 

總監/副總監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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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for ENRICH Programme (held by Chapter) 
 

A. Objectives /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s of ENRICH  

 

After the programme, a participant should: 

 have better self-understanding 

 acquire interpersonal and teamwork skills 

 be able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ethically 

 be able to regulate your own learning 

 be willing to apply your skill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B. Criteria for ENRICH Programme (Chapter)  

Proposed Criteria Weights 

1. The activity objective(s) falling within ENRICH scope 

Whether the activity is falling within the knowledge, value and skill scope of ENRICH (please 

see part C) and be able to meet its objectives in nurturing responsible citizens. 

50% 

2. Quality of programme proposal 

The project must be conceptually sound, and consists of  clear objectives and innovative ideas.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should be comprehensive in its design, feasible, able to bring reflection 

/ value change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nd supported by candidates with appropriate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ience. 

30% 

3. Impacts on network 

Whether the project is facilitating network development for Chapters and WLN as a whole, e.g. 

whether it is jointly undertaken by several Chapters, whether it involves the participation of 

advisors, corporate partners, or other organizations.  

10% 

4. Cost-effectiveness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project is related to the out-come to be developed, e.g. number of 

beneficiaries and scope of activities proposed. 

5% 

5. Other factors 

Whether the Chapter has done an appropriate recording in organizing similar project in the 

past. 

5% 

Reference: Assessment Criteria of QEF proposal 

APPENDIX 10 附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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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Knowledge, Values and Skills 

 

Values to be 

covered 

Skills to be covered Knowledge to be covered 

 Love & Care 

 Respect 

 Inclusiveness 

 Responsibility 

 Integrity 

 

 Social / Communication 

 Ethical Reasoning 

 Critical Thinking 

 Inquiry and Analysis 

 Integration and Synthesis 

 Self Management 

 

 Proper attitudes and etiquettes 

 Professional Ethics 

 Social Justice and Fairness 

 Cause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HK, China and Worldwid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K and 

China encounters in development 

 Complexity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and 

Philosophy of Lif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HK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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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iary institution- WLN) 

(所屬大專院校名稱)和富領袖網絡 

2012 年度 – Budget Plan 財務計劃 

 

 2012 Budget 預算 2012’s Actual figures 確實收支 2013 Budget 預算 

INCOME 收入             

XXXXXXXXX   XX   XX   XX 

XXXXXXXXX   XX   XX   XX 

Activity One 活動一   XX   XX   XX 

Activity Two 活動二   XX   XX   XX 

    XXXX   XXX   XXXX 

EXPENDITURE 支出             

Activity One 活動一   XXX   XXX   X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XXXXX XX   XX   XX   

Activity Two 活動二   XXX   XXX   X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   XXX   XXXX 

Balance 結餘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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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iary institution- WLN) 

(所屬大專院校名稱)和富領袖網絡 

2012 年度 – Monthly Financial Report 每月財務報告 

 

As of 30 June 

2013/2/15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  

2012 Budget 預算 Actual (Balanced)實際 (累計) Actual (in June) 

實際 (6 月) 

INCOME 收入             

Membership fee 會費   XX   XX   XX 

Sponsorship 贊助   XX   XX   XX 

Activity One 活動一   XX   XX   XX 

Activity Two 活動二   XX   XX   XX 

    XXXX   XXXX   XXXX 

EXPENDITURE 支出             

Activity One 活動一   XXX   XXX   X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XXXXX XX   XX   XX   

Activity Two 活動二   XXX   XXX   X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XXXXX   XX   XX   XX 

   XXXX   XXXX   XXXX 

Balance 結餘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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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2 附錄 12 

APPENDIX 12 附錄 12 



和富領袖網絡分會指引            關愛 Love & Care  包容 Inclusiveness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ility  誠信 Integrity 

 55 

 

 

 

 

 

 

 

 

 

 

 

 

 

 

 

 

 

 

If you encounter any problem, please contact WLN Secretariat.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和富領袖網絡秘書處聯絡。 

 

Address 地址: 25/F, Wofoo Commercial Building, 574-576 Nathan Road, Kowloon, HKSAR  

                九龍彌敦道 574-576 號和富商業大廈 25 樓 

Tel 電話:   3651 5333 

Fax 傳真:  2368 3171 

Email 電郵:   enquiry@wln.hk 

Facebook:  WofooLeadersNetwork （和富領袖網絡） 

 

 

如中文版與英譯版使用指引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If there should be any discrepancy or contradiction in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will be prior to the English one. 

mailto:enquiry@wln.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