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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幼(幼稚園)學生 

生命教育創意解難劇本創作(第一屆)比賽— 

「萬般引誘，一個堅持—三十年後的我」 

主辦機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校友會、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浸會大學教育學系校友會 

支 持 機構：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聯校資訊科技學會、東莞友好協進會 

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物質豐盛，精神相對貧乏的年代，青少年面對的誘惑可謂花樣百出，層出不窮，諸

如黃(色情)、賭(賭博)、毒(毒品)等的陷阱無處不在，稍一沾染，泥足日深，貽禍無窮。青少年若果沒有

遠景和做人原則，較易誤入歧途，難以達成個人發展心願。在萬般誘惑下，要願望成真，便要一個堅持—

堅持做人原則，更要不斷追尋生命意義。 

這次比賽，我們鼓勵學生高瞻遠矚，預測 30 年後自己將會變成怎樣，由學生自由發揮，但要描述/交

待個人成敗得失演變的因由，讓學生自己反省未來的命運。學生可以運用無限創意去對抗逆境，去應付誘

惑，去解決難題，從而編寫自己未來命運的劇本。 

比賽目的： 

我們利用劇本寫作活動形式，引領學生將未來的發展形像具體化、故事化，並思考身邊人物與周遭環

境的互動，幫助學生對未來的自我形象有更深刻的認識。同時希望藉著小組互動，促進同學知彼知己，透

過團隊合作，達成下列目標: 

1. 提升抗逆能力、抗誘惑能力、 

2. 提升劇本創作能力及高階思維能力。 

3. 藉著網站上展示優秀作品，讓家長、教師、學生及公衆觀摩學生在劇本創作方面的創意和成就，從而

深化生命教育。 

參賽資格/對象： 

全港幼稚園、小學一至六年級學生 及 中學一至七年級學生，可參透過學校或家長報

名參加比賽(國內中、小、幼學生亦可友情參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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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1. 參賽者須通過學校/家長推薦,以「小組」形式參賽；每個小組可由 2-6 人組成。 

2. 參賽者須以「萬般引誘，一個堅持—三十年後的我」為主題，創作劇本(文本)或繪

本。參加「劇本(文本)創作」比賽者，可以同時參加「多媒體劇本演繹比賽」。 

3. 各組別創作要求如下： 

分組 A 劇本(文本)創
作 

B 繪本創作 C 多媒體劇本演繹 

1 幼稚園組 不適用 4 格或以上漫畫 不適用

2 初小組(一至三年級) 不適用 8 格或以上漫畫 不適用

3 高小組(四至六年級) 1000-2000 字 不適用

4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1500-3000 字 不適用

5 高中組(中四至中七/
高中一至高中二) 

2000-4000 字 不適用

以文本為基礎，應用

廣播劇、Flash 動畫、

錄影片段等方式演繹

作品*。 

* 備註：多媒體演繹方式不限，參加者大可自由發揮。大會歡迎參賽者以 Photostory 方式演繹「廣

播劇」，參賽者可將劇本對白製作成 PPT 檔，再將 PPT 檔另存為 JPG 檔，使用 Photostory 匯入 JPG 檔，

進行錄音，最後匯出 WMV 檔案。 

參加者必須於截止日期 15/5/2011 30/6/2011 前報名參加。參賽者可優先出席本會

比賽簡介會暨創意解難寫作工作坊(五月中旬  5 月 28 日 )。 

4. 每組參賽作品須附上一個「Word 檔」附錄以下資料： 

A.「作品簡介」50-100 字；  

B.「組員名單及小組合照」 

C.「參考資料」(若有，須註明資料來源)； 

D.「鳴謝」(指導老師、家長、提供協助的人或機構)； 

E.「參賽作品版權聲明」(參賽者須交代作品屬原創，參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不得剽竊、抄襲他人

的作品，不得侵犯其他協力廠商的專利 , 主辦機構對參賽作品所引用的圖片、聲音、文字而引起

的版權糾紛不承擔任何責任。) 

F. 參賽者的聯絡方法(學校名稱、學校電話、學校網址、聯絡人電郵, 緊急聯絡手提電話)。 

G. 為評審公平起見，除了第一頁作品簡介外，比賽作品內文，不得提及或暗示 作者 及 學校 等資料 

5. 主辦機構保留對賽果、參賽細則及獎項安排的最終決定權。主辦機構有權以觸犯比賽

規則或其他理由，取消任何人士的參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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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方便評審工作，請注意以下「檔案」及「資料夾」名稱規格：  

報名表 

及 

附錄 

檔案名稱為所屬學校的中文簡稱、年級、小組編號(由老師指派，如 1st、2nd、

3rd、4th)及作品題目；校名、年級、小組編號及題目之間以底線(_)分隔。 

如：聰明_1st_三十年後的我_報名表.doc  

聰明_1st_三十年後的我_附錄.doc 

作品檔案 檔案名稱為所屬學校的英文簡寫、小組編號及作品題目的英文簡寫或普通話拼音

(校名、年級、小組編號及題目之間以底線(_)分隔)。 

如：Clever_1st_三十年後的我.doc (文本比賽適用，若用電腦打字)或 

    Clever_1st_三十年後的我.pdf (文本比賽適用，若用手寫掃描) 

Clever_1st_三十年後的我.JPG (繪本比賽適用) 

Clever_1st_三十年後的我.WMV (多媒體演繹適用) 

資料夾 報名表及作品須存放於一個獨立的「資料夾」內。 

「資料夾名稱」為校名及年級，兩者之間以底線(_)分隔。 

如：Clever_P6 

 

版權聲明： 

1. 參賽作品概不發還，本會有權使用參賽作品作與此次活動的相關宣傳和教育用途。 

2. 參賽者一旦提交參加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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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育或其他文化教育用途。 

3. 負責教師/家長須清楚並同意主辦機構有權使用隨附參賽作品遞交文字和照片，用於與此次活動的相關

宣傳和教育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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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組設冠軍、亞軍、季軍、優異獎(多名)、優秀獎(多名)。 

2. 「多媒體演繹比賽」另設「最佳演繹獎」及「優秀演繹獎」(多名)。 

3. 主辦機構將因應參賽作品數量及整體作品質素，增設獎項。 

評分準則： 

1. 劇本形式 (具有角色、對話)       10% 
2. 創    意 (情節別出心裁、並非常見的情節及具新意)  30% 
3. 解難及教育意義(凸出抗拒誘惑、克服困難，並可帶出正面的訊息)30% 
4. 表    達 (包括字詞運用、文句的流暢性、組織及結構)  30% 

評    審： 

香港各大學教育學院講師、資深教師、專業顧問、協辦機構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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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果公佈：  

1. 得獎名單將於 2011 年 7 月上旬在香港中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網頁內公佈，網址

http://www.alumni.cuhk.edu.hk/aase/。 

2. 此外，本會亦會透過傳真或電郵，將賽果通知各參賽者的學校。  

 

作品分享： 

優秀作品將會放在本會網站、協辦機構網站，供公眾欣賞。 

報名方法： 

1. 請於本會網站http://www.alumni.cuhk.edu.hk/aase/下載「報名表格」； 

2. 將已填妥的報名表格 (掃描成PDF檔) ，電郵至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

(alumnia.cuhkfed@gmail.com)收，電郵標題請註明「(校名)_ 劇本創作(第一屆)

比賽」。 

截止報名：30/6/2011 下午六時正。第二輪截止報名: 5/ 7/ 2011 (星期二)中午 12 時 

遞交比賽作品辦法：  

1. 「報名表格」、「附錄」及「參賽作品」必須同時以下方式遞交至本會 

1) 電郵形式。 

1. 電郵超連結：將參賽作品壓縮(zip)後，存放在本身學校的網站(或其他

FTP 賬戶)上，再將有關「超連結」電郵至 alumnia.cuhkfed@gmail.com。 
2.  如學校參賽作品數量不多，可將作品壓縮(zip)後(不大於 10MB)，電郵

至 alumnia.cuhkfed@gmail.com。 

2) 郵寄方式。 

將作品「印刷本」及「光碟」郵寄至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何添樓」教育
學院 轉交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    
(信封面註明：「(校名)_ 劇本創作(第一屆)比賽」) 

截止提交作品日期：30/6/2011下午六時正。第二輪截止收件: 5/ 7/ 2011 (星期二)中午12時 

聯絡方法： 

比賽資訊及報名表格(下載)： http://www.alumni.cuhk.edu.hk/aase/ 

電郵查詢及電郵報名表格致：alumnia.cuhkfed@gmail.com 

查詢電話： 

9369-9535  (葉國洪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會長) 

9225-0276  (區永佳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會長)  

9354-8159  (朱國強校長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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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幼(幼稚園)學生 

生命教育創意解難劇本創作(第一屆)比賽— 

「萬般引誘，一個堅持—三十年後的我」 

報名表格 

參賽組別： 
1幼稚園組   /  2 初小組(一至三年級)   / 3 高小組(四至六年級) 

4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  5 高中組(中四至中七)    (*請刪去不適用者) 

參賽項目：   A 劇本(文本)創作 B  繪本創作  C 多媒體劇本演繹   (*請刪去不適用者)

參賽者資料： 

 成員 1 成員 2 成員 3 成員 4 成員 5 成員 6 

中文 

姓名： 
      

班別：       

緊急

聯絡

電話 

      

電郵  

 

     

就讀學校： 學校地址：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學校網站：  電郵：  

校長姓名/ 

家長姓名： 

 

 

 

學校印章/ 

家長簽名： 

 

本校 /本人  有興趣 / 無意  * 派学生 /子弟參加「比賽簡介會暨創意解難寫作工作坊(五月中旬 )」

#。  * 請刪去不適用者  # 若選擇有興趣，將有專人聯絡 

負責老師/家長： 

老 師 /家 長 姓 名 ：   電子郵箱：  

聯 絡 電 話 ：   日    期：   

請將已填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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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劇本創作(第一屆)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