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辦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兒童權利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資助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聯會張煊昌中學、優質圖書館網絡、香港影藝聯盟、 

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香港女教師協會、聯校資訊科技學會、香港遠程教育學會  協辦 

新界校長會、九龍地域校長聯會、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香港教育城  支持 

「同一天空下」兒童權利創意解難比賽 
比賽宗旨： 

增進兒童及公眾對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中所保障的兒童權利的認識和了解。 

比賽目的： 

1. 藉著創作及故事演繹，分享與兒童權利有關的生活故事，喚醒人們對兒童權利的關注。 

2. 從創作中發揮創意，提高學生及公眾對兒童權利的認知，並宣揚兒童權利的重要性。 

參賽資格/對象： 

全港小學生、中學生及公眾(不限年齡)，可參透過學校或自行報名參加比賽。 

比賽規則： 

1. 參賽者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參賽；每個小組可由 2-6 人組成。 

2. 參賽者可同時參加「繪本創作比賽」或「劇本創作比賽」或「故事演繹比賽」。 

3. 各組別創作要求如下： 

分組 A 繪本創作 B 劇本創作 C 故事演繹 

1 初小組(一至三年級) 八格小書(漫畫) 不適用
以說故事、廣播劇、錄影

片段等方式演繹故事 

2 高小組(四至六年級) 八格小書(漫畫) 500-2000 字 
以說故事、廣播劇、錄影

片段等方式演繹故事 

4 中學組(中一至中六級) 八格小書(漫畫) 1000-3000 字 
 

不適用 

5 公開組(不限年齡) 八格小書(漫畫) 1500-4000 字 
 

不適用 

4. 作品主題要求： 

作品主題須與「兒童權利」有關，參賽者可從《兒童權利公約》中取材創作。 

5. 作品格式要求：為方便大會處理及方進行網上評審，請注意作品格式。 

項目 作品格式要求 

「兒童權利繪本創作

比賽」 

1. 須以一張 A4 紙摺成八格小書，故事連封面共八頁*，請把

創作好的小書拉開，並將作品以彩色掃瞄為影像檔案。 

2. 須將作品轉換為 JPG 或 PDF 格式檔。     (* 詳見本會網站)

「兒童權利劇本創作

比賽」 

1. 劇本形式： 舞台劇/可作學校演出之劇本 

2. 劇本長度： 500-4000 字，演出時間不超過 10 分鐘。 

3. 請將文件設定為 A4 紙大少(橫寫)，或以原稿紙橫向書寫。

4. 須將作品轉換為 DOC 或 PDF 格式檔。 

「兒童權利故事演繹

比賽」 

1. 須以粵語或普通話演繹一個有關兒童權利的故事 

2. 故事可自行創作或取自/改編自坊間現成的故事。  

3. 交回 2-5 分鐘數碼音效檔或數碼片段。 

4. 須作品轉換為 wma、mp3 或 wmv 格式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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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參賽作品概不發還，主辦機構有權使用作品作相關宣傳和教育用途。 

7. 參賽者一旦遞交參加表格，即表示同意授權主辦和協辦機構將參賽作品及其附件

內所有資料編輯、刪除、複製、存檔、傳輸、發佈及展示作教育或非商業用途。 

8. 所有作品必須為參賽者的原創作品，並且從未公開發表或參加其他比賽，以及沒

有侵犯他人的權益(包括版權)，否則將被取消參賽資格。 

9. 參賽規則如有未詳之處，主辦機構保留解釋權利。 

評分準則： 

繪本創作 
(八格小書) 

1. 切合主題 (喚醒人們對兒童權利的關注)                 30% 
2. 創    意 (劇情/畫面別出心裁及具新意)                30% 
3. 表    達 (繪畫技巧、構圖、色彩運用等)               20% 
4. 解難及教育意義(帶出克服困難、正面的訊息)            20% 

劇本創作 
1. 劇本形式 (具有角色、對話)                           10% 
2. 切合主題 (喚醒人們對兒童權利的關注)                 20% 
3. 創    意 (情節別出心裁、具新意)                     20% 
4. 解難及教育意義(帶出克服困難、正面的訊息)            20% 
5. 表    達 (字詞運用、文句的流暢性、組織及結構)       30% 

故事演繹 
1. 演繹技巧 表情投入(能投入角色)、表述清楚(聲線充足)等  40% 
2. 切合主題 (喚醒人們對兒童權利的關注)                 20% 
3. 內容具體、接近真實(仿真及能注意細節)，具戲劇效果    20% 
5. 解難及教育意義(帶出克服困難、正面的訊息)            20% 

個人資料：所有參賽者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只供是次比賽之用，敏感資料，絕對保密。 

獎    項：各組設冠軍、亞軍、季軍、優異獎(多名)及優秀獎(多名)； 

另設最踴躍參與大獎。賽會將因應整體作品數量及質素增設獎項。 

得獎者將可獲頒發獎狀。冠軍、亞軍、季軍可獲獎盃及獎狀。 

評    審：香港教育學院講師、資深教師、本會顧問、協辦機構代表等。 

比賽資訊：請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alumni.ied.edu.hk/hkiedaa/ (提供最新比賽資訊) 

報    名：請於本會網頁http://www.alumni.ied.edu.hk/hkiedaa/下載「報名表格」。 

將已填妥的報名表格(掃描成PDF檔)，電郵至alumnia.cuhkfed@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校名)_同一天空下_兒童權利創作比賽」。 

遞交作品：參賽者須於 2013 年 5 月 25 日以電郵方式遞交作品(連同報名表)，郵址為

hkiedaa2007@yahoo.com.hk 。作品檔案名稱註明「(校名)_(參賽者姓名)」 

如檔案過大，可電郵作品超連結：將參賽作品壓縮(zip)後，存放在學校網站

[或 FTP 賬戶]上，再提供下載作品超連結。 

請參賽學校老師完成及提供「參賽者資料大榜」(xls)，以便大會工作。 

賽果公布：賽果將於 2013 年 6 月下旬於本會網頁公布； 

查    詢：9225-0276 (區先生) 9674-7444 (朱先生) 9853-3378  (賴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  主辦 

「同一天空下」兒童權利創意解難比賽 

報名表 

參賽組別： 
1 初小組(一至三年級)   / 2 高小組(四至六年級) 

3 中學組(中一至中六)  /  4. 公開組(不限年齡)*    (*請刪去不適用者) 

參賽項目：   A 繪本創作比賽  B 劇本創作比賽  C 故事演繹比賽   (*請刪去不適用者) 

作品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參賽者資料：                 職業*：___________ 年齡*：_______ (*公開組適用) 

 成員 1 成員 2 成員 3 成員 4 成員 5 成員 6 

中文 

姓名：       

英文

姓名： 
      

班別：       

 
參賽者/學生代表姓名：  參賽者/學生代表電話：  

參賽者/學生代表電郵：   

就讀學校：  學校地址：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學校網站：  

學校電郵：  

本校 /本人  有興趣 / 無意  * 派學生 /子弟參加「比賽簡介會暨創意解難寫作工作坊(待定 )」
負責老師/家長： 

老師 /家長姓名：   電子郵箱：  

聯絡電話：  日    期：   

 

本人聲明上述所填資料正確，所遞交參賽的作品為原創作品，並會遵守

比賽規則。 

參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請將已填妥的「報名表格」掃描成 PDF 檔，連同 Word 檔(97-2003)，電郵至
hkiedaa2007@yahoo.com.hk。 

電郵標題請註明「(校名)_ 「同一天空下」兒童權利比賽」。 

(請完成及提供「參賽者資料大榜」(xls)，以便大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