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鯉魚門區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EI YUE MUN DISTRICT 

區總部：香港九龍觀塘和樂邨居安樓六樓 624 室 電話：2389 0837 
DISTRICT HQ：ROOM 624, KUI ON HOUSE, WO LOK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2389 0837 

 
 

由 : 副區總監(訓練) LYM/022/2020-21 
致 : 本區各旅長/負責領袖 28/11/2020 
知會 : 各有關人士  

 

 鯉魚門區邁向40周年 

「友鯉同行」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  
 
本區為慶祝邁向40周年，現舉辦上述活動，讓區內各成員於抗疫期間參與多元化的童

軍活動，敬希各旅團鼓勵成員踴躍參加。 
 

參加者以日常生活或童軍活動為背景，以拍攝器材攝製一套片長1-2分鐘短片，從中展現

製作人的創意和技巧，凸顯主題和相關信息。 

 

現將活動注意事項臚列如下，詳情請參閱比賽章程。 

 

比賽主題 

組別 主題 

小童軍及幼童軍組 「我們這一家」 

童軍組 「玩轉童軍團」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組 「飛躍鯉魚門」 

成年成員組 (領袖及會友委員) 「友鯉同行，傳承40載」 

 

活動流程 

日期 事項 

即日至2020年 12 月 31 日 報名 

2021年 2 月 28 日或之前 遞交作品 

2021年 3 月 25 日 公布結果 

 

 

評審準則 

評審委員將根據作品的切題、創意、製作及網上投票評分，以選出各組的「最佳作品」。 

 



 

獎項及獎品  

(1)獎項名額： 

 「最佳作品」：每組三個獎項，分別為冠軍、亞軍及季軍。 

「網上最受歡迎 (最多Like) 作品」：每組一個獎項。 

(2)獎品︰ 

所有獲獎參賽者 / 隊伍均會獲得獎狀及精美禮品，以資獎勵。 

 

參加資格 

本區已宣誓的各支部成員、各級領袖及會友委員。參加者可以個人或小隊形式參賽，惟每隊
最多四名成員。小童軍及幼童軍組，歡迎家長與成員一同參與。 
每名 / 隊參加者只可遞交一份作品。 

 

參加辦法  

請填妥報名表格及家長／監護人同意書（只適用於截止報名當日未滿 18歲的參加者），

並於截止前以電郵 / 傳真 / 網上 / 郵寄方式交回本區。如以採用郵寄，請寄交：九龍觀

塘和樂邨居安樓六樓624室香港童軍總會鯉魚門區。 (信封面請註明「友鯉同行」1+1分鐘

短片創作比賽)。 

 

費 用 

全免 

  

其 他 

1. 參加者一旦提交作品參賽，將會視為同意及接納比賽章程所載的一切條款及條件。 

2. 參賽或得獎作品將會在區會網頁 (http://www.hkscout-lym.org) 及區會 Facebook 專

頁發布，亦會於區會籌辦的相關活動播放。 

3. 比賽詳情、條款及條件以比賽章程文件為準。 

4. 網上瀏覽比賽章程及報名 : 

  

如有任何疑問，可於區會辦公時間致電 2389 0837 與活動負責人廖志珊先生聯絡。 

 

副區總監(訓練) 廖志珊 

 
 

** 香港童軍110周年 + 鯉魚門區40周年慶祝活動系列** 

http://www.hkscout-ly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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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鯉魚門區 
邁向40 周年「友鯉同行」 

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 
比賽章程 (詳情、條款及條件) 

1. 主辦單位 
1.1 由香港童軍總會鯉魚門區 (下稱「本區」) 邁向40周年活動籌備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主

辦。 
 
2. 比賽目的 

2.1 讓本區各成員於抗疫期間能參與區邁向40周年舉辦的活動，並以不同形式享受童軍活動
的樂趣。 

2.2 透過攝製一套日常生活或童軍活動為背景的短片，展現製作人的創意和技巧，以凸顯主題

和相關信息。 
 
3. 比賽主題 

3.1 小童軍及幼童軍組：「我們這一家」。 
3.2 童軍組：「玩轉童軍團」。 
3.3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組：「飛躍鯉魚門」。 
3.4 成年成員組 (領袖及會友委員)：「友鯉同行，傳承40載」。 

 

4. 參賽資格 
4.1 本區已宣誓的各支部成員、各級領袖及會友委員。參加者可以個人或小隊形式參賽，每隊

最多四名成員。小童軍及幼童軍歡迎家長與成員一同參與。 
4.2 每名 / 隊參加者只可遞交一份作品。 
4.3 如參賽者或隊伍的個別成員於報名截止當日 (2020年12月31日) 為 18 歲以下，其父母或

監護人須簽署家長 / 監護人同意書。 
 

5. 作品規格 
項目 規格 
5.1 片長 1-2分鐘 (即不少於60秒，不多於120秒) 
5.2 語言及字幕 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皆可 (如配以字幕更佳) 
5.3 體裁 不限 
5.4 拍攝器材 不限 
5.5 其他 參加者須為作品命名及提供不多於 100 字的簡介 

 
6. 報名及提交作品 

6.1 參加表格可於本區網頁 (http://www.hkscout-lym.org) 下載或採用Google 表單。  
6.2 參加者須於2020年12月31日前經 Google 表單、電郵或傳真遞交報名表格。 
6.3 委員會將透過所屬旅團之負責領袖通知參加者有關報名確認。 
6.4 參賽短片及作品簡介的檔案須儲存於可下載的網上平台 (設定為不公開片段)，並透過旅團

負責領袖將有關下載連結及參加者 / 隊伍姓名於2021年2月28日或之前一併電郵到 
ddc.t@hkscout-ly.org 。電郵標題請註明「友鯉同行」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 

 

http://www.hkscout-ly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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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審準則 
7.1 評審委員將根據以下四項情況及比重評分，以便選出各組的「最佳作品」。 

7.1.1 切題：內容是否與主題吻合 30% 
7.1.2 創意：創新表達方式和原創性 25% 
7.1.3 製作：構圖及視聽效果 25% 
7.1.4 網上投票 : 經評審委員初步審議後，於網上平台播放供

公眾投票 
20% 

7.2 評分及投票詳情將稍後透過區會網頁公布。 
 

8. 獎項及獎品 
8.1 獎項名額 

8.1.1. 「最佳作品」：每組三個獎項，分別為冠軍、亞軍及季軍。 
8.1.2. 「網上最受歡迎 (最多Like) 作品」：每組一個獎項。 

8.2 獎品︰ 
所有獲獎參賽者 / 隊伍均會獲得獎狀及精美禮品，以資獎勵。 

 
9. 結果公布及展出 

9.1 得獎名單及作品將於2021年3月25日於區會網頁 (http://www.hkscout-lym.org) 公布。得獎者

會另行通知。 
9.2 得獎作品將會在區會網頁 (http://www.hkscout-lym.org) 及區會的 Facebook 專頁發布，亦會

於區會籌辦的相關活動播放。 
 

10. 比賽條款及條件 
10.1 參加者一旦提交作品參賽，將會視為同意及接納下列條款及條件，未能符合者可能會被

取消參賽資格： 
 

(a) 所有報名須由所屬旅團 / 童軍單位的負責領袖確認； 
 

(b) 作品一經提交，不可修改，參加者在遞交作品前應自行備份； 
 

(c) 作品如因任何原因導致遺失、遞交延誤或錯誤，本區及委員會將不會承擔任何相關
的責任； 

 
(d) 所有參賽作品以發出電郵日期為準，逾期遞交將不獲接納； 

 
(e) 參加者須確保其作品不會在本區於網上平台進行公開投票前，向任何人士以任何形式

披露或播放； 
 

(f) 各委員會委員、區職員及比賽評判均不得參加比賽； 
 

(g) 委員會保留詮釋和修訂比賽條款及條件 (包括評審準則) 的權利，唯有關決定不會違
背比賽目的，參加者不得對有關決定提出異議； 

 
(h) 所有評審結果以評審團的意見為最終決定，參加者須遵從評審團的決定； 

 
(i) 本區及其授權使用者 (包括委員會及其委員) 有權使用 (包括複製、向評判團提供及

發放) 參加者所提交的參加表格、作品及其他材料進行評審及作其他相關用途； 
 

(j) 參加者須同意本區及其授權使用者有權把參賽 / 獲獎作品及參賽者 / 獲獎者的資料 

http://www.hkscout-lym.org/
http://www.hkscout-ly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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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姓名、旅團/單位) 於任何媒體公布，以便作投票及宣傳用途； 
 

(k) 參加者須同意本區及其授權使用者有權把參賽 / 獲獎作品，包括及不限於剪輯、改
編、複製、發表，以作投票、向公眾提供及用作任何其他合適用途； 

 
(l) 參加者須保證其作品是其原創作品，並沒有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註)或任何權益；

亦保證作品從未發表或用作參加其他比賽。作品不得包含任何誹謗及違法內容。參
加者亦保證本區及其授權使用者使用或管有參加者的參賽作品或其任何部分作任
何目的 (包括本條款及條件所預期的目的) 不會導致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或任何
權益。 參加者須承擔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或任何權益的一切責任，並須彌償本區
及其授權使用者因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或任何權益的指控或申索，或因參加者違
反比賽的任何條款及條件，而產生或引起的任何性質的費用、損失、損害和責任；
及 

 
(m) 參加者須毫無保留地放棄所有在參賽作品中的精神權利 (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該

放棄權利須使本區及其授權使用者受惠，並由提交參賽作品起生效。 
 

11. 其他 
11.1 比賽詳情、條款及條件以此章程文件為準。 
11.2 參加者在表格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委員會只會用於是次比賽相關事宜， 並作機密處理，

按比賽條款及條件公布的姓名、旅團 / 童軍單位除外。參加者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在比
賽結束後 3 個月內銷毀。 

11.3 比賽章程、活動通告、參賽報名表格及家長/監護人同意書可於網上下載 :  

  

12. 查詢 
12.1 如有查詢，請聯絡委員會負責人廖志珊先生 (電話:2389 0837)。 

 
 
註:  「知識產權」指專利、商標、服務標記、營商名稱、外觀設計權、版權、域名、數據庫權、工業

知識、新發明、設計或方法的權利，以及其他知識產權權利，不論是否現已為人所知或在未來
產生 (不論任何性質及是在何處產生)，包括各種已註冊或未經註冊的權利，以及包括任何該
等權利的授與的申請。 

 
 
 

***香港童軍110周年+鯉魚門區40周年慶祝活動系列*** 



香港童軍總會鯉魚門區 

邁向 40 周年「友鯉同行」 

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 

報 名 表 

旅團 : 東九龍第________________旅 

成員資格 : (請在格內加) 

 小童軍／幼童軍－「我們這一家」  童軍－「玩轉童軍團」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 

「飛躍鯉魚門」 

 領袖／會友委員－ 

「友鯉同行・傳承 40 載」 

參加者資料 

 (A)青少年成員專用 ：   �個人      �組隊(上限 4 人) 

 

 參加者姓名 支部 年齡 

於 31/12/2020 

已滿 18 歲 

聯絡電話 電郵 

1   是 / 否(*)   

2   是 / 否(*)   

3   是 / 否(*)   

4   是 / 否(*)   

（*）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須簽回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領袖 / 會友委員專用： �個人      �組隊(上限 4 人) 
 

 參加者姓名 童軍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1     

2     

3     

4     

聲明: 參加者提交報名將會視為已細閱並同意本比賽之詳情、條款及條件。  

參加者/隊代表簽署：                    日 期：               

*** 香港童軍 110 周年 + 鯉魚門區 40 周年慶祝活動系列 *** 



                                                                       表格 P&T 10 
 

 

 

 

 

香港童軍總會鯉魚門區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EI YUE MUN DISTRICT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一) 活動/訓練班資料  

活動名稱︰「友鯉同行」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辦日期︰__31/12/2020 – 25/3/202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點︰___戶內及戶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性質︰__短片拍攝及製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童軍及家長資料 

童軍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與童軍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聲明 

本人已知悉上述活動/訓練班之主要內容，且確知敝子弟之健康情況適宜參與有關活

動。現同意敝子弟參與上述活動/訓練班。 

如有特別健康情況(例如敏感、長期服藥、哮喘等)請註明：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本同意書適用於 18 歲或以下之支部成員申報本區活動或訓練班之用 
2.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3. 本同意書內之個人資料，將供本區處理本活動之申請及有關用途，純屬自願。活動

完畢後，將予銷毀。如資料不足夠或不正確，本會將無法處理其報名申請。 


	LYM-022-2020-2021 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通告
	比賽主題
	活動流程
	評審準則
	評審委員將根據作品的切題、創意、製作及網上投票評分，以選出各組的「最佳作品」。
	獎項及獎品
	參加資格

	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章程
	香港童軍總會鯉魚門區
	邁向40 周年「友鯉同行」
	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
	比賽章程 (詳情、條款及條件)
	1. 主辦單位
	2. 比賽目的
	3. 比賽主題
	4. 參賽資格
	5. 作品規格
	7. 評審準則
	8. 獎項及獎品
	9. 結果公布及展出
	10. 比賽條款及條件
	11. 其他
	12. 查詢

	***香港童軍110周年+鯉魚門區40周年慶祝活動系列***

	1+1分鐘短片創作比賽報名表
	1+1 分鐘短片創作比賽-家長同意書
	LEI YUE MUN DISTR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