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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益少年團會員學校校長  

各位校長：   
 

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公民責任共承擔   團結同行建未來」短片創作比賽  
 

  2022 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年的大日子。為了與大家分享回歸

25 周年的喜悅，公益少年團舉辦「公民責任共承擔   團結同行建未來」短

片創作比賽，誠意邀請各會員發揮創意，以短片表達我們一起盡公民責任，

團結一心、共創香港美好將來。  

  比賽詳情已載列於附件一【比賽章程】。有興趣參賽的會員學校請於 2022

年 2 月 22 日或之前將已填妥之附件二【參賽表格】及短片作品上載到

YouTube 及將瀏覽權限設定為不公開，並連同 YouTube 連結電郵至公益少年

團 辦 事 處 或 經 指 定 網 站 提 交 ， 相 關 文 件 亦 同 時 上 載 於 本 團 網 頁

(www.edb.gov/cyc)，以供負責教師瀏覽及下載。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所屬地區的督學／學校發展主任或與本團辦事處

（電話 :  2892 6660）聯絡：  
 

負責督學 /  

學校發展主任  
學校所屬地區  電話  

馮澤謙先生  中西區、灣仔、東區、南區、離島  2892 6661 

繆靜敏女士  大埔、沙田、西貢、北區  2892 6662 

梁國傑先生  九龍城、黃大仙、觀塘、油尖旺、深水埗  2892 6663 

林綺媚女士  葵青、荃灣、屯門、元朗  2892 6664 

 

 

公益少年團會長  
 

 

     (林蘭芳        代行 )  

附件一  :  比賽章程  

附件二  :  參賽表格  

二零二二年一月三日  

http://www.edb.gov.hk/cyc
http://www.edb.gov/c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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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公民責任共承擔   團結同行建未來」短片創作比賽  
 

【比賽章程】  

 

參賽資格︰  

 

公益少年團團員  
  

作品主題︰   創作以「公民責任共承擔   團結同行建未來」的短片，分享大家

攜手合作，力盡公民責任，服務社會，團結一心，共創香港美好將

來。  
  

作品要求︰  1. 短片長度：  

 

2. 語言及字幕： 

 

 

3. 形式：  

 

4. 短片格式：  

 

5. 拍攝器材：  

 

6. 遞交作品：  

 

 

 

 
 

 

不多於 3 分鐘  

 

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短片暫不需配上字幕（得

獎學校稍後須遞交字幕稿）。  

 

不限 (包括拍攝及段式動畫製作 ) 

 

MP4 格式，解像度 1080p，建議畫面比例 16:9。  

 

不限  

 

參加者須把作品上載到 YouTube，並將瀏覽權限

設定為不公開。  

參賽者須經由學校提交作品至  

a.  指定網址（見左方二維碼），並輸入學校名稱、

負責教師姓名及電郵、參賽學生名稱（每隊最多

4 人）、班別、與作品連結的 YouTube 網址、作

品標題及簡介（不多於 100 字）；或  

b. 將已填妥的參賽表格連同短片連結電郵至

info_cyc@edb.gov.hk。  

 

 

http://www.edb.gov.hk/cyc
mailto:info_cy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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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辦法︰  (1) 參賽學校可以個人／小組（隊員人數最多 4 人）形式參

賽，每間會員學校最多可提交一段短片，請填寫附件二

之參賽表格。  

(2) 請將短片檔案上載到 YouTube，並設定為不公開片段。  

(3) 參賽學校須將參賽表格、短片上載到 YouTube 並將瀏覽

權限設定為不公開，於 2022 年 2 月 22 日或之前到指定

網址提交作品或將已填妥的參賽表格及 YouTube 連結電

郵至 info_cyc@edb.gov.hk。  
  

截止報名及遞交

作品日期︰  

 

202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作品的提交時間以本局的電

腦伺服器上顯示的日期和時間為準，逾期遞交之作品將不獲

考慮。  
  

評審準則：  切合主題：          

創作意念：               

美感及視聽效果：  

40% 

30% 

30% 
  

獎項：  將設中、小學組，每組設冠軍、亞軍、季軍各一名，優異獎

五名。  

冠軍︰學校奬座、 2000 元書券及個人獎狀  

亞軍︰學校奬座、 1600 元書券及個人獎狀  

季軍︰學校奬座、 1200 元書券及個人獎狀  

優異獎︰ 800 元書券及個人獎狀  

冠軍、亞軍及季軍的獎項將於 2022 年 4 月 7 日的「公益少年

團周年大會操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中頒發，優

異獎的獎項將郵寄至各獲獎學校。  

 
得奬作品用途： 
 

得奬作品將有機會製作成宣傳短片，並上載教育局網頁及於

「公益少年團周年大會操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上播放等。  
 

比賽規則︰  (1) 每間會員學校只限提交一段短片。  

(2) 本局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活動之權利，如有變動， 

http://www.edb.gov.hk/cyc
mailto:info_cyc@edb.gov.hk


 

 

 

 

 

Community Youth Club Office 

Extended Support Programmes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Room 1141, 11/F, Wu Chung House, 21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K  

教育局延伸支援計劃組 公益少年團辦事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1 樓 1141 室 

www.edb.gov.hk/cyc 

 

 

將於公益少年團網頁公布。  

(3) 本局保留更改獎項的權利，毋須另行通知。  

(4) 作品一經提交，均不可作修改，及不獲退還。  

(5) 作品的提交時間以本局的電腦伺服器上顯示的日期和時

間為準。  

(6) 參與學校須確保其參賽作品的資料和內容，不會含有淫

褻、粗言穢語、暴力、誹謗等成份，亦不會違反香港特

區的法律，否則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7)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的原創作品，並從未公開發

表，亦無侵犯他人版權或任何權益，否則由此引起的爭

議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並有機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如有

需要，本局可能會要求參賽者提供合法授權的書面證明。 

(8) 教育局保留權利更改、取消活動內容及細則，而毋須作

另行通知，並擁有最終決定權。  

(9) 參賽者同意提供個人資料及授權教育局公開有關資料

（包括參賽者姓名、年級及就讀學校），作宣傳用途。

比賽完成後，所有收集的資料，如無須保留，將全部銷

毀。  

(10)  教育局有權拒絕任何作品參賽或取消其參賽資格而毋須

作出解釋。  

(11)  參賽者、其家長及學校必須同意作品版權歸教育局所

有。教育局有權將參賽者提交的作品（包括學校名稱）

全部或部分內容作非牟利用途，並有權修改、翻譯、改

編、使用、複製、派發及上載至互聯網，而毋須事前取

得參比賽者的同意。  
 

結果公布：  

 

比賽結果將於 2022 年 3 月下旬前在公益少年團辦事處網頁公

布。  

得獎者將被邀請於「公益少年團周年大會操暨慶祝香港特區

成立二十五周年」上領獎。  
 

查詢電話︰  2892 6660（公益少年團辦事處）  

http://www.edb.gov.hk/c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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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慶祝香港特區成立 25 周年  

「公民責任共承擔   團結同行建未來」短片創作比賽  

 

【參加表格】  

 

[請同時在電郵中加上參賽短片連結 ] 

（請於 202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或之前電郵至公益少年團辦事處。）  

 

短片簡介：（不多於 100 字，中英不限）  

                                                                                  

                                                                                                                                                                                                                                     

                                                                             

                                                                             

                                                                             

                                                                             

短片下載連結：   

連結密碼 (如有 )：   

參賽學生姓名：   年級：   

 （如適用）  年級：   

 （如適用）  年級：   

 （如適用）  年級：   
    

學校名稱     ：   區域：   
  

學校電話     ：   學校傳真 :   
    

負責教師姓名：     
    

校長簽署     ：   

 

學校印鑑： 

 

 

 校長姓名     ：  
 

http://www.edb.gov.hk/cy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