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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五周年主題比賽】 

回首五載心感恩，展望未來夢飛揚 
  

為慶祝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五周年，本會特意舉辦本次五周年主題相關的活動，讓團員發揮所

長同時增強大家對總會歷史的認識，從而提升團員對總會的歸屬感。詳情如下： 

 

參賽資格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教導縱隊、菁英縱隊或地區縱隊團員 

 

報名方法 ：填妥以下之回條，並於截止日期（2020 年 3 月 2日）之前，以電郵發送至

trg@hongkongarmycadets.org ， 標題請註明「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五周年主題比

賽」，或傳真至 2771 7933，或以 whatsapp 傳送至 5165 4118。 

 

呈交作品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或以前（詳見章程） 

 

查    詢 ： 請電郵至 trg@hongkongarmycadets.org 或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1800，公眾

假期除外）致電 2771 7232 與培訓部職員聯絡。 

備    註 ： 1. 爲方便總會統計參加者人數，團員應於截止日期前遞交報名回條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五周年主題比賽】－回條 

團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 所屬縱隊：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 

（如未滿 18 歲之團員，需由家長／監護人填寫以下部份。）   

 

本人已細閱有關通告及明瞭上述活動之內容，並證明下述受監護子女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現同意________________（團員姓名）參與上述活動。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與團員關係：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參賽項目(可多選)： 

□短文寫作  □書法  □繪畫  □標語/口號設計  □短片拍攝（組員名字：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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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五周年主題比賽】 

回首五載心感恩，展望未來夢飛揚 

章程 

 

比賽目的：為慶祝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五周年，本會特意舉辦本次五周年主題相關的活動，讓

團員發揮所長同時增強大家對總會歷史的認識，從而提升團員對總會的歸屬感。 

 

參賽資格：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教導縱隊、菁英縱隊或地區縱隊團員 

 

報名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或以前 

呈交作品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或以前 

 

報名方法： 

1. 遞交通告回條：如欲參加之團員請於 2020 年 3 月 5 日或以前先填妥報名回條，以電郵發送至 

trg@hongkongarmycadets.org 或傳真至 2771 7933，或以 whatsapp 發送至 5165 4118。 

2. 呈交參賽作品：請已報名團員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或以前，把已完成的參賽作品用下表指定之

格式儲存，已電郵發送至 trg@hongkongarmycadets.org 或以 whatsapp 發送至 5165 4118。 

 

評審準則： 

1. 初選：由總會評審團於每組別及各項目中選出 10 份最具代表的作品 

2. 總選：總會將會以 Google 表單形式上載初選入圍作品，並公開予所有教官及團員共同投票選出

優勝作品。 

獎項： 

1. 所有參加者均獲發參與證明 

2. 所有比賽項目將按各組別選出 2 個《最優秀代表作》。得獎團員將獲發現金書卷，價值港幣

$150 元正 

3. 總會將按參加團員的人數選出《最高參與班別獎》，藉此鼓勵團員踴躍參加各項比賽内容，一

展技能之餘又能為班別爭光 

 

結果公佈： 

總會將會把各項目之優勝作品上載至本會官方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日期容後公佈。 

 

查詢電話：如對比賽細則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1800，公眾假期除外）致

電 2771 7232 與培訓部助理培訓主任李小姐聯絡或 whatsapp 發送至 5165 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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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主題： 

1. 我和我的總會 

2. 總會讓我..... 

3. 總會對我而言.... 

4. 曾經......讓我感恩 

5. 總會五歲了，我想同總會說.... 

 

比賽組別：小學組/中學組/大專或以上組別 

 

比賽項目： 

項目一 項目二 項目三 項目四 項目五 

短文寫作 書法 繪畫 標語/口號創作 短片創作 

 

1. 團員可於上述指定比賽主題中任選其一進行創作 

2. 項目一至項目四為個人賽，團員只可以個人身份作賽 

3. 項目五之短片製作為公開比賽，參賽者不受年齡組別限制，惟需三人一組作賽 

4. 每位參賽者於每個比賽項目中只限遞交一份作品，但可參與多於一個項目 

 

各比賽項目細則 

比賽項目 細則規定 

短文寫作  字數要求：小學組 300 字或以上；中學組 500 字或以上；大專或以

上組別 700 字或以上 

 請在文章開首輸入所選擇之寫作主題 

 檔案格式：PDF 

 字體：新細明體（繁體中文）   

 字型大小：12 

 不需設定文章行距 

 檔案名稱：“姓名-參賽組別”（例：陳大文-中學組） 

書法  請根據附件之選段節錄抄寫，不接受自由創作 

 硬筆或軟筆書法均可接受 

 參賽字體不限（除草書外） 

 字體必須端正 

 團員可利用手機拍照或電腦掃描形式，把作品上傳至電腦 

 檔案格式：JPEG/PDF 

 檔案名稱：“姓名-參賽組別”（例：陳大文-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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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  創作風格不限，惟只可遞交平面創作之作品，不接受立體繪畫 

 畫紙限制：最大規格為 A2 Size（42.0x59.4cm） 

 團員可利用手機拍照或電腦掃描形式，把作品上傳至電腦 

 檔案格式：JPEG/PDF 

 檔案名稱：“姓名-參賽組別”（例：陳大文-中學組） 

標語/口號創作  請在標語/口號開首輸入所選擇之寫作主題 

 字數限制：30 字以內（不包括標點） 

 書寫語言必須為繁體中文 

 檔案格式：PDF 

 字體：新細明體   

 字型大小：12 

 不需設定檔案行距 

 檔案名稱：“姓名-參賽組別”（例：陳大文-中學組） 

短片製作 

（公開組） 

 所有團員及教官均可參加（必須為 3 人一組） 

 必須切合主題，但形式不限 

 片長：5 分鐘或以下 

 語言：廣東話及普通話均可接受 

 參賽檔案可為 mpeg、avi、mov 及 mp4 均可 

 短片解像度必須為 720p 或以上 

 檔案名稱：“姓名/姓名/姓名-所選主題” 

（例：陳大文/林小芬/李一心-我和我的總會） 

*團員可於指定比賽主題中任選其一進行創作 

 

附則： 

1.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參賽者須全權擁有其作品之版權及有關知識產權之權益，違者將取消比

賽資格。 

2. 在參賽者遞交的參賽檔案中，不得包含任何非法、色情，或有侮辱、誹謗或辱罵他人成分的言

詞。 

3. 參賽作品均不可有任何商營機構商標的顯示、暗示或影射。 

4. 比賽結果以本會記錄結果為準，參賽者不得異議。 

5. 為公平起見，稿件內不得註明參賽者之姓名或團員編號等字樣。  

6. 總會將以參加者遞交之電腦檔案爲準。 

7. 本會保留修改比賽細節及規則之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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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書法比賽之選文節錄） 
 

選文一：總會價值觀（小學組適用） 

1. 守正不阿，誠信為先； 

2. 團結互助，遵紀守法； 

3. 律己以嚴，尊重他人； 

4. 勇於承擔，服務人群； 

5. 終身學習，自強不息； 

6. 步出自信，領導未來； 

7. 關心祖國，情繫香港。 

*（小學組之團員只需於上述 7 項中任選其中 4 項作賽） 

 

選文二：五四宣言（中學組及大專或以上組別適用） 

新青年，心繫家國；獻青春，服務人民。 

知榮辱，遵紀守法；樹新風，揚榮棄恥。 

共奮進，團結互助；愛祖國，努力向上。 

構和諧，民族共融；當自強，振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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