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通函第 31/2021 號 
 
 

分發名單：  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檔號：EDB(LE)/SCOLAR/28  
日期：2021 年 3 月 12 日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  
25周年慶祝活動  

 
 

目的  

本通函旨在邀請各學校參加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於

2021 年舉行的 25 周年慶祝活動。  
 
 
背景  

2. 語常會於 1996 年成立，一直配合政府的工作，以提升香港人兩文三語

的能力。在這使命下，語常會致力營造更理想的語文學習環境，包括促進語

文教師的專業發展，為學校提供校本支援，以及與社會各界合作籌辦跟語文

相關的活動和比賽等。2021 年是語常會成立第 25 周年，一系列慶祝活動將於

今年分階段舉辦。  
 
 
詳情  

「後起之秀 2021 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  
 
3. 鑑於電子素養及多元溝通模式日益重要，語常會及教育局合辦「後起之

秀 2021 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以推廣創新語文學與教。比賽對象為幼稚

園、小學和中學生。有關詳情，包括比賽指引及規則、學校資料表格及報名

表格，請參閱 附件一至三 。報名及遞交影片截止日期分別為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及 202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 
 
響應世界閱讀日網上分享會 
 
4. 為持續推廣香港的閱讀文化及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語常會及教育局自

2015年起合辦全港性響應世界閱讀日活動。此活動於2021年將以網上分享會

形式舉行。知名嘉賓講者及校長將於兩場網上分享會中，以粵語就以下題目

分享意見： (i)「新常態下的閱讀」，主要分享如何在電子學習為新常態下培



養學生的良好閱讀習慣；(ii)「親子閱讀」，主要分享如何透過愉快的親子閱

讀為幼兒建立良好的閱讀氛圍及環境。分享會題目 (i)的對象為高小至初中教

師、家長及學生，而題目(ii)的對象為幼稚園至小學的教師及家長。分享會的

錄製片段將於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世界閱讀日起，透過不同的網上渠道

發放，包括教育局及語常會網頁等。為進一步推動親子在家閱讀，語常會將

向於2021年4月內收看「親子閱讀」網上分享會的家長及教師免費派發電子閱

讀資源。網上分享會的連結及講者名單將於稍後以電郵發送給學校。  
 
其他慶祝活動  
 
5. 除上述活動外，一系列慶祝活動將於 2021 年分階段推出。其中，2021
年中舉行的研討會，會介紹語常會「研究與發展項目」的研究結果和成品及

其應用。研討會的對象為不同持份者，包括不同學習階段的前線教育工作者、

學者、研究人員與及學生家長。研討會涵蓋的主題列示如下，而詳情將於稍

後公布：  
- 不同學習階段的中英文教學法；  
- 幼兒的中文學習或英文接觸（包括家庭閱讀）；  
- 非華語學生在課堂內外的中文學習；及  
- 職場成年人的中英文使用情況及其水平。  

 
 
查詢  

6. 如對短片創作比賽及網上分享會有任何查詢，請分別聯絡高泳恩女士

（電話號碼：3527 0174）及熊文緯先生（電話號碼：3527 0167）。  
 
 
 

教育局局長  
區蘊詩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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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語常會 25 周年慶祝活動  

「後起之秀 2021 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  
指引及規則  

 
一 .  目的  

「後起之秀 2021 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下稱「比賽」）由語常會及教育局（下稱

「主辦機構」）合辦。比賽旨在：  
 推廣創新語文學與教  
 為香港栽培年輕而具才華的未來領袖  
 培養自我表達及創意思維  
 建立平台以分享良好的實踐方法  

  
二 .  組別及資格  

(a)  所有在本港就讀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日校學生均可參加比賽。  
組別  全日制學生  參賽形式  

幼稚園  幼兒至高班學生  個人* 
小學  小一至小六學生  

個人及／或小組  
中學  中一至中六學生  

*家長或監護人可協助就讀幼稚園的子女製作影片，並以配角身份出現其中。  
(b)  中、小學學生可以個人及／或小組名義（每組最多三名成員，可為同校同級或不同

級的同學。）參賽。每所學校的參加人數或小組數目不限，惟每名學生只可提交最

多兩段參賽影片（即分別以個人及小組名義各提交一段不同題目的影片）。   
 

三 .  主題及建議題目  
(a)  參賽學生或參賽小組（下統稱「參賽者」）須提交一段以語文學與教為主題的短片。

影片中可使用英文及中文（廣東話／普通話）或只使用其中一種語言，惟參賽者在

演譯主題時，應儘量避免經常中英夾雜或轉換不同語言，以保持影片內容清晰。  
(b)  題目舉隅，僅供參考：  

 網絡紅人須具備的語文技巧  
 KOL 趣味語文知識分享（如：讀音、詞彙、文法等）  
 語文學習心得／技巧  
 新常態下的語文學習  
 成功語文學習者的特質  
 實用的語文學習資源   
 我最喜愛的中文故事書／詩歌／作家  
 我夢想中的語文課堂／難忘的語文學習經驗  
 語文學習歷程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四 .  影片長度及形式  

(a)  影片長度須為二至三分鐘。  
(b)  影片表達形式不限，參賽者可自由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或媒介（如音樂、聲音、相

片及動畫效果），以有效帶出重要訊息。  
(c)  每段提交的影片須有一個特定主題和完整結構。故參賽者的計劃及準備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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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報名程序  
(a)  各組報名安排：  

組別  報名程序  提交表格  

幼稚園  
可由參賽者家長／監護人或  

參賽者就讀學校  
提交報名申請  

由家長／監護人提交報名申請  
只須提交報名表格  

由就讀學校提交報名申請  
須提交學校資料表格及報名表格  

小學  只可由參賽者就讀學校  
提交報名申請  須提交學校資料表格及報名表格  

中學  
注意事項  
 每名中、小學組的參賽者，若同時以個人及小組名義報名參加比賽，亦只須

提交一份報名表格。  
 十八歲以下的參賽者須徵得家長同意參加比賽並填妥報名表格乙部。  

(b)  學校資料表格及報名表格見附件二及附件三，亦可在下列網址下載。  
表格  下載網址  

學校資料表格（附件二）  http://bit.ly/3rEOyeY 
報名表格（附件三）  http://bit.ly/3rGCr0V 

(c)  填妥的報名表格須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或以前透過電郵（電郵地址：

eafs1@edb.gov.hk）或傳真（傳真號碼：3150 8018）遞交。恕不接受親身遞交或

郵寄的表格。  
(d)  成功報名後，負責老師／家長／監護人將於 2021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前透過電郵

收到下列資料：  
 確認報名通知  
 影片上載連結  
 影片資料表格  
若在上述日期後仍未收到以上資料，請致電 3527 0182 與曾紫瑩女士聯絡。  

 
六 .  遞交作品要求  

(a)  所有提交的影片須為參賽者原創作品，及未曾在其他同類型比賽中發表。  
(b)  參賽者如需使用受版權保護的材料，參賽者須得到版權持有人的同意並於影片中正

確列明出處，以確保提交的影片並無侵犯知識產權。影片一旦入圍，參賽者須提交

參考資料表及獲得版權持有人同意的相關文件予主辦機構。  
(c)  所有提交的影片須符合下列規格：  

 解像度：1080p (1920 像素闊  x 1080 像素高) 
 格式：MP4 (H.264 格式) 
 畫面比例：16:9 
 影片檔案名稱須以下列方式儲存，以資識別。  

參賽形式  檔案名稱  

個人  學校名稱_學生姓名_班別(班號) 
例：杏壇中學_陳玉明_S3A(12) 

小組  學校名稱_小組編號_小組名稱（須與報名表格所填資料一致）  
例：杏壇中學_第一隊_語文小精靈  

(d)  影片連同填妥的表格須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或以前一併上載至相關網址，

逾時提交將不受理。  
  

http://bit.ly/3rEOyeY
http://bit.ly/3rGCr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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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評審準則  
評審團由語常會成員及教育局代表組成，將根據下列四個準則評審：  

準則  比重  
內容（重要訊息、相關主題、趣味、對主題理解及整體連貫性）  40% 
表達效果（參賽者的語文準確度、流暢度、用詞及台風儀態）  20% 
技術質量（音效、美學及視訊效果的整合）  20% 
創意（結合創新的意念、設計及選材）  20% 

 
八 .  獎項及獎品  

(a)  比賽結果將於 2021 年 6 月於語常會網站公布。優勝者的老師／家長／監護人將獲電

郵通知得獎詳情及邀請出席頒獎典禮。  
獎項  每組名額  獎品  
冠軍   

一名／隊  
現金券一萬元及獎狀  

亞軍  現金券八千元及獎狀  
季軍  現金券五千元及獎狀  

優異獎  五名／隊  現金券一千元及獎狀  

最踴躍參與獎  提交參賽影片最多的學校  
（一個）  獎座及書券五千元  

(b)  所有得獎作品將於語常會網站展示。  
 

九 .  重要日程  
日期  詳情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  截止報名  
202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  截止提交影片  

2021 年 6 月 語常會網站公布比賽結果  
 

十 .  條款及細則  
參賽者一旦報名參加比賽，即表示同意及遵守下列條款及細則：  
(a)  所有比賽表格上填寫的個人資料均正確無訛。  
(b)  參賽者須保證其參賽影片為未曾在任何媒體或平台發布過的原創作品。提交的影片

一旦違法，參賽者須負上法律及其他責任，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c)  參賽影片須切合比賽主題（即「語文學與教」）。影片不得包含不恰當、猥褻、暴

力、褻瀆、誹謗或歧視的內容。如主辦機構認為影片的內容不恰當／不合規，有權

決定取消影片的參賽資格。  
(d)  提交影片的內容、材料或元素不得展示第三方的廣告、口號、標誌、標識或商標；

或顯示受第三方、商業機構或與比賽無關的贊助或認可。如主辦機構認為影片的內

容不恰當／不合規，有權決定取消影片的參賽資格。  
(e)  所有參賽作品，一旦提交，概不發還，參賽者應自行保留影片副本。在影片遞交過

程中，因任何原因而引致的損失、延誤或錯誤，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f)  主辦機構保留獨有決定權，取消提交不符合「遞交作品要求」的影片的參賽資格。  
(g)  評審團的評審結果為最終決定。   
(h)  主辧機構有權核實優勝者的身份並要求提交其身份證明文件。未能提交有關文件者

將被撤回有關獎項。   
(i)  所有奬品不得兌換現金或實物。若主辦機構因任何原因未能提供原定獎品，可以其

他同等或相近價值的獎品代替。  
(j)  主辦機構可修改、改編、複製、分發影片或將影片展示作宣傳之用，而主辦機構毋

須就此取得參賽者的事先允許及提供任何形式的補償。  
(k)  主辦機構保留最終及具約束力的決定權更改、延伸或詮釋比賽規則、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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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其他  
(a)  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b)  除參賽者的姓名及就讀學校外，參賽者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比賽之用。資料將予

以保密並於比賽結束後三個月內銷毀。  



 
 

此欄由本組填寫(For official use only) 
學校申請編號 
Application No.  

 

第_____頁(總數:_____ 頁) 

Page _____ of _____ 

查詢熱線：3527 0174 / 3527 0171 
Enquiry Hotline: 3527 0174 / 3527 0171 

附件二 
Annex 2 

 

「後起之秀 2021 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 

學校資料表格 

“Be The Next Star KOL 2021” Social Media Video Contest 
School Information Form 

請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或以前將已填妥之學校資料表格，連同報名表格電郵至

(eafs1@edb.gov.hk)或傳真至（傳真號碼: 3150 8018）教育局語文教育及語常會事務組。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School Information Form and Registration Form(s) to th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COLAR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on or before 16 April 2021 (Friday) by 
email (eafs1@edb.gov.hk) or fax (Fax number: 3150 8018). 
致：教育局語文教育及語常會事務組    經辦人：行政助理(資助計劃）1 
To: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COLAR Section        Attn: Executive Assistant (Funding Scheme)1 

甲部 Part A 
本校資料如下： 

The information of our school is as follows:  

學校資料 School Information 

學校名稱 School Name 
(中文） 

(English)  

地址 School Address 
(中文） 

(English) 

電話號碼 School Tel. No.  傳真號碼 
School Fax No.  

電郵地址 School Email Address  

校長姓名 Name of the School Head 
□Mr.  □Ms.  □Miss □Mrs.# 
□先生 □女士 □小姐 □太太# 

負責教師資料 Details of the Teacher-in-Charge 

教師姓名 Name of the Teacher 
□Mr.  □Ms.  □Miss □Mrs.# 
□先生 □女士 □小姐 □太太# 

手提電話號碼 Mobile Phone No. 
 職銜 

Post 
Title 

 
 

聯絡電郵地址 Contact Email Address  

校長簽署 School Head’s Signature  
學校印章 School Chop 
 
 
 
 

日期 Date  

總頁數 Total No. of Pages _____(包括此頁 incl. this page）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mailto:eafs1@edb.gov.hk
mailto:eafs1@edb.gov.hk


 

(註：如需額外表格，請自行複印。) 

(Note:  Please make photocopies if extra forms are required.)  
乙部(個人) Part B (Individual) 
以下學生以個人名義報名參加「後起之秀 2021 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 

The following students shall take part in the “Be The Next Star KOL 2021” Social Media Video Contest as individual entrants: 
個人參賽者名單   Individual Participant List 

編號 

No. 

學生姓名 Student Name 
班別（班號） 

Class (Class No.) 
年齡 

Age* 
暫擬題目 

Tentative topic 

已填妥報名表格乙部及 

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Part B of the Registration Form completed 

and parent consent sought* 
中文 English 

例 
e.g. 

陳大文 CHAN Tai Man 5A (1) 16 談詩說詞見妙韻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未滿 18 歲的參賽者須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參加比賽。 

*Participants aged below 18 must obtain the consent from parents or guardi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test.  第_____頁(總數:_____ 頁) 

Page _____ of _____ 

 



 

(註：如需額外表格，請自行複印。) 

(Note:  Please make photocopies if extra forms are required.) 
乙部(小組) Part B (Team) 
以下學生以小組名義報名參加「後起之秀 2021 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 

The following students shall take part in the “Be The Next Star KOL 2021” Social Media Video Contest as teams: 
小組參賽者名單   Team Participant List 

編號 

No. 
小組名稱  

Team Name 

學生姓名 

Student Name 
班別 

（班號） 

Class 
(No.) 

年齡 

Age* 
暫擬題目 

Tentative topic 

已填妥報名表格乙部及 

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Part B of the Registration Form 

completed and parent consent sought* 
中文 English 

例 
e.g. Language Wizards 

陳大文 CHAN Tai Man 5A (1) 16 
Vocabulary fun 

✓ 
陳小文 CHAN Siu Man 5A (2) 17 ✓ 
周美美 CHOW Mei Mei 5B (10) 18  

1  

    

 

 

     

     

2  

    

 

 

     

     

3  

    

 

 

     

     

4  

    

 

 

     

     

*未滿 18 歲的參賽者須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參加比賽。 

*Participants aged below 18 must obtain the consent from parents or guardi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test. 第_____頁(總數:_____ 頁) 

Page _____ of _____ 

 



 

 
「後起之秀 2021 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 

報名表格 

“Be The Next Star KOL 2021” Social Media Video Contest 
Registration Form 

 
 

甲部 Part A 

參賽者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of the Participant 
參賽形式（請在適當的空格加上✓號，最多可選擇兩個形式。） 
Entry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and you may enter the Contest as an individual and/or a team.)  
□ 個人 Individual                  □  小組 Team 

姓名 Name 
（中文） 

(English) 
香港身份證號碼 (英文字母及首 3 個數字)# 
HKID No. (prefix and the first 3 digits)# 

 
年齡 

Age 
 

聯絡電話 Contact Phone No.  

學校名稱 School Name  

班別（班號）Class (Class No.) 
 

小組名稱（如適用）Team Name (if applicable)  

#如參賽者在遞交申請時已領有香港身份證，須填寫此部分。 

#HKID card holders should fill out this part.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謹此聲明 I hereby declare that: 
1. 上述資料乃就本人所知據實呈報，並確信其為真實無訛。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2.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遵守比賽指引及規則。 

 I have read the Guidelines and Rules of the Contest,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m. 
參賽者簽署： 

Signature of Particip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部 Part B 
只供未滿 18 歲參賽者家長/監護人填寫: 

To be completed by the parent / guardian of a participant under 18: 
家長/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the Parent / Guardian  關係 

Relationship  

姓名 Name (中文） (English)  

香港身份證號碼 (英文字母及首 3 個數字)* 
HKID card No. (prefix and the first 3 digits)* 

 

 

聯絡電郵地址 Contact Email Address  

聯絡電話 Contact Phone No.  

日期 Date  

*若參賽者已領有香港身份證，此欄可留空。 
*This part can be left blank if the participant is a HKID card holder. 

附件三 
Annex 3 

此欄由本組填寫(For official use only) 

參賽者編號 

Participan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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