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档 号 ： EDB(EID/ITE)/IT/PRO/189 

教育局通函第 20/2020 号  

分发名单：  各小学及中学校长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共创更好的网络世界」活动—网「乐」同行四格漫画创作大赛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各中学及小学校长有关「共创更好的网络世界」活动—

网「乐」同行四格漫画创作大赛的事宜，并邀请各校学生参加上述比赛。  

详情  

2. 教育局委托香港家庭福利会为全港的小学及中学教师、学生及家长提供

支援服务，以推广网络安全的讯息。香港家庭福利会现正为全港中、小学生举

办网「乐」同行四格漫画创作大赛，旨在提升学生的资讯素养，让他们有效和

符合道德地运用资讯及资讯科技。漫画创作主题包括辨别资讯真伪、保护个人

私隐及尊重知识产权。欢迎所有中、小学生参加。递交作品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 。 有 关 详 情 ， 请 参 阅 附 件 及 相 关 网 站

（ https://healthynet.hk/comic2020）。   

查询  

3. 如对上述比赛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2549 5106 与香港家庭福利会骆萤雪

姑娘或董乐仪小姐联络。  

 

教 育 局 局 长  

何 永 铨 博 士  代 行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  

 
香港家庭福利会 (西区服务中心)               Tel: 2549 5106  Fax: 2858 4794                                                                                    

地址: 香港西营盘第一街 80 号 A 西园                                  电邮: healthynet@hkfws.org.hk 

 

敬启者︰ 

 

健康上网支援网络服务 

「共创更好网络世界」─ 网「乐」同行四格漫画创作大赛 

 

鉴于青少年经常使用互联网，本会自 2004 年起已与逾三百间学校合作，推广健康使用互

联网的信息。承蒙教育局委托，本会自 2011 年起推行健康上网支援网络服务，提供一站式电

话/网上支援与辅导服务及一系列相关活动予家长、学生及教师。 

 

本会现正为全港中小学生举办网「乐」同行四格漫画创作大赛。活动旨在提升学生的资

讯素养，让他们有效和符合道德地运用资讯及资讯科技。本会现诚邀 贵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上述比赛，学生可于即日起透过学校统一报名参加比赛。收集参赛表格及作品后可经网页

(https://healthynet.hk/comic2020)提交至本会，截止日期为 2020年 5月 31日。是次比赛特设「最

积极参与学校」奖，以表扬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的学校。 

 

随函附上宣传海报、比赛详情及参赛表格。如有查询，欢迎赐电 2549 5106 与社工骆萤

雪姑娘或董乐仪小姐联络。 

 

如蒙允许，不胜铭感。 

 

 

                                                 

香港家庭福利会 

高级经理（青少年服务） 

吴浩希 

谨启 

 

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香港家庭福利会 

健康上网支援网络 

「共创更好网络世界」活动 ─ 网「乐」同行四格漫画创作大赛 

 

一. 主办机构 

香港家庭福利会 

 

二. 支持机构  

1. 香港教育城 

2. 教育局 

 

三. 比赛宗旨 

提升学生的资讯素养，让他们有效和符合道德地运用资讯及资讯科技 

 

四. 参赛资格 

全港中、小学生 

 

五. 比赛组别 

比赛分为小学组及中学组，参赛者须根据 2019-20 学年就读年级参加比赛。 

 

六. 比赛主题 (任择其一) 

1. 辨别资讯真伪 

2. 保护个人私隐 

3. 尊重知识产权  

 

七. 参赛作品要求 

1. 参赛作品须配合比赛主题进行创作，以带出正面的讯息，并以四格漫画呈现，可附以中

文或英文文字加强表达主题。 



2. 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本人之原创作品，并确保其参赛作品不会侵犯任何其他人的知识

产权权利。 

3. 参赛作品必须从未在任何媒体作刊载、宣传或展览之用，亦从未作参加其他比赛之用。 

4. 参赛作品可以为手绘或电脑绘画（黑白或彩色）。 

5. 手绘作品绘画工具不限，画纸底色为白色，A4 大小。作品须扫描成大小不超过 100 MB

的 JPEG 或 PNG 格式档案以便透过网上提交。 

6. 电脑绘画作品档案必须为 A4 大小，格式为 JPEG 或 PNG，大小不超过 100 MB。 

7. 所有参赛者须填写参赛表格，包括参赛者个人资料、作品名称及不超过 100 字的作品介

绍。 

8. 参赛作品不可以抵触或违反适用法律或规则，或涉及相关元素。 

 

八. 递交办法 

每名参赛者只可递交一份作品，并透过学校统一报名参加比赛，参赛作品须经由网上提交：

进入https://healthynet.hk/comic2020 报名页面，填写参赛表格及上载参赛作品。 

 

九. 比赛规则 

1. 所有参赛作品均须为参赛者之原创作品，并无侵犯他人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版权)且从

未以任何形式于媒体、公众场合或其他比赛展示或发表，亦不可在本比赛结束前参与其

他同类型比赛，否则相关作品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2. 参赛作品提交后，版权属主办机构拥有。主办机构有权编辑及使用任何参赛作品，在任

何媒体作刊载、宣传或展览之用，当中包括但不限于网上平台、刊物、印刷品、影片及

多媒体制作等，而毋须通知参赛者或向参赛者支付任何版权费用。 

3. 参赛者必须填妥参赛表格，参赛者有责任确保所填报之资料完整属实。任何不符合参赛

资格或违规者，均可能被取消资格而不予以通知。 

4. 未能出席颁奖礼的得奖者，须在颁奖礼后三个月内自行到香港家庭福利会西区服务中心

领取相关奖项。逾期者不予保留奖项，恕不另行通知。 

5. 参赛者必须清楚明白比赛规则，递交作品即表示已同意遵守和接纳是次比赛所有规则。 

6. 主办机构保留任何比赛规则及条款、奖项及评审安排之解释及修订权利，而毋须事先作

出知会。主办机构所作出之决定为最终依归。 

https://healthynet.hk/


7. 为公平起见，主办机构、评审团队及其他与本比赛有关之员工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参

加本比赛。 

 

十. 活动日程 

报名     2020 年 2 月至 5 月  

截止报名 2020 年 5 月 31 日 

评审 2020 年 6 月 

公布结果 2020 年 6 月 

颁奖礼 2020 年 7 月 

 

十一. 比赛结果公布及颁奖礼 

比赛结果将于 2020 年 6 月在 https://healthynet.hk/comic2020 网站公布。 

得奖者将收到电话及电邮通知有关颁奖礼的安排，并须于通知后两星期内确认是否出席颁奖

礼。 

 

十二. 奖项 

1. 个人奖 

冠军：奖状及价值$ 2,000 的书券（小学组及中学组各一名） 

亚军：奖状及价值$ 1,500 的书券（小学组及中学组各一名） 

季军：奖状及价值$ 1,000 的书券（小学组及中学组各一名） 

优异奖：奖状及价值$ 200 书券（小学组及中学组各十名） 

 

2. 学校奖 

最积极参与学校奖：得奖学校将获颁发奖状及奖座（五名） 

 

十三. 评审 

参赛作品会先经香港家庭福利会作初步遴选，再由评审团根据评审准则评分选出冠、亚、季

军及优异奖。最积极参与学校奖将由提交参赛作品最多的前五间学校获得。得奖结果取决于

评审团的最终决定。 



评审团：香港家庭福利会代表、学者代表、香港教育城代表及教育局代表 

 

十四. 评审准则 

1. 作品内容与比赛主题之相关性（50 分）。 

2. 作品之创意度（30 分）。 

3. 作品之整体可观性（20 分）。 

 

十五. 查询 

请致电 2549 5106 与骆萤雪姑娘或董乐仪小姐联络。 

 

十六.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1. 参赛者及相关人士所提供之个人资料将用于是次活动报名、联络、意见调查、赛果公布

及安排活动/计划一切事宜之用。 

2. 为上述目的，参赛者及相关人士的姓名及所属学校名称或会在主办机构的网站及/或透过

其他网站及/或媒体披露。 

3. 参赛者必须提供参赛表格所需的个人资料。如阁下未能提供，主办机构未必可以接纳阁

下报名参与是次活动，而提供的个人资料有助主办机构构统计及检视服务质素。 

4. 如经连结进入主办机构以外的网站，即表示已离开主办机构的网站。任何向此等网站提

供的个人资料所涉及的保安和资料保障事宜，主办机构概不负责。 

 

 

 

 

 

 

 

 

 

 



香港家庭福利会 (西区服务中心)               Tel: 2549 5106  Fax: 2858 4794                                                                                    

地址: 香港西营盘第一街 80 号 A 西园                                电邮: healthynet@hkfws.org.hk 

 

健康上网支援网络 

「共创更好网络世界」活动 ─ 网「乐」同行四格漫画创作大赛 

参赛表格 

 

1. 参赛作品 

作品名称  

 

创作主题  辨别资讯真伪 

 保护个人私隐 

 尊重知识产权 

参赛组别  小学组 

 中学组 

作品描述（100 字以内）  

 

 

 

 

 

 

2. 参加者资料 

 我已仔细阅读并同意本比赛规则及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参加者姓名   

参加者就读学校  

参加者就读班别  

联络老师姓名  

联络老师／参加者*电邮  

联络老师／参加者*联络电话  

* 请将不适用者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