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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宣傳運動 20周年  

「童聲童想」音樂短片創作比賽 
 

 

1.  主辦機構  

 

 社會福利署（社署）  

 

2.  「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宣傳運動的目的  

 

 社署自2002年開始展開「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的宣傳運動，以提高公眾對

保護兒童及防止家庭暴力的意識，並鼓勵有需要人士及早求助。多年來社署

舉辦了各項全港性和地區性宣傳及公眾教育的活動，提倡家人之間以關懷體

諒代替暴力、促進家庭凝聚力及宣揚保護兒童免受傷害的信息。  

 適逢今年為「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宣傳運動的20周年，並將11月20日訂為

保護兒童日，社署製作了一首全新原創的歌曲，名為《童聲童想》，希望以

兒童的角度去帶出凝聚家庭、保護兒童的信息。  

 

3.  作品主題  

 

 「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20周年的音樂短片創作，以凝聚家庭或保護兒童

為主題，從兒童的角度出發，透過《童聲童想》原創歌曲，創作音樂短

片，以兒童的角度和內心世界，帶出促進家庭和諧、正面良好的親子關

係，以及宣揚保護兒童的信息。  

 

4.  比賽組別   

 

 是次比賽分為三個組別：  

  小學組（團體）  

  中學組（團體）  

  公開組   

 

5.  參賽資格  

 

 小學組（團體）及中學組（團體）  

  參賽學校必須是本港全日制中學或小學，每間學校參賽團隊數目不

限。  

 公開組  

  參賽者／隊伍之成員必須為香港居民，個人或任何組合皆可，例如

親子組合、家庭組合、青少年組合，或以團體、機構名義參賽亦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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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報名日期  

 

 2022年7月20日（星期三）  

 

7.  截止日期  

 

 2022年10月21日（星期五）  

 

8.  報名流程   

 

 學校（中、小學組）或參賽者／隊伍（公

開組）可瀏覽「心房子」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eartandh

ut/）及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heartandhut/)，
專頁  經活動網址

（https://forms.gle/FsEfA1TeHETRYPNs

6）報名參加比賽。  

 當提交參賽登記資料後，主辦機構會發出

確認電郵至所登記的電郵地址，當中包含

一組參考編號及網站連結，以下載《童聲

童想》的（歌曲一：約 4分鐘的原曲）或

（歌曲二：約 2分鐘的精選版）的音樂檔

（歌唱版、和音版、音樂版）、樂譜及歌

詞，以創作短片。  

 完成參賽的音樂短片後，將參賽作品及參

賽學校／隊伍／團體／機構成員之名單

（如適用）上載至確認報名電郵內提供的

上載作品連結Google Drive，便能成功參

加比賽。  

 每組參考編號只可用作上載一份參賽作

品。［檔案命名格式：參考編號_學校參賽

團隊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中文或

英文名稱。］（上載後，請保留作品的原

始檔案）  

 如學校／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有多

於一隊參賽隊伍，須於網上報名時註明。  

 所有參賽作品一經遞交，不能修改、調換

或要求退還。  

 成功遞交參賽作品後，參賽學校或參賽者

／隊伍／團體／機構將會收到確認參賽電

郵。  

 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必

須最遲於  2022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
或之前  填妥參加表格並上載參賽作品。  

 是次比賽不接受郵遞或親身遞交的作品。

報名流程圖 

 

https://forms.gle/FsEfA1TeHETRYPNs6
https://forms.gle/FsEfA1TeHETRYPN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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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參賽作品前，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

伍／團體／機構均須詳閱相關比賽條款及

細則。  

 

9.  作品基本規格  

 

 主題：以兒童的角度出發，表達「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或「保護兒童」的

信息。  

 內容：以《童聲童想》的指定歌曲（歌曲一：約4分鐘的原曲）或（歌曲

二：約2分鐘的精選版）作為背景音樂，可自由選擇剪輯（歌曲一）原曲或

使用全首（歌曲二）精選版進行不多於2分30秒的短片創作；亦可選擇自行

演繹歌唱部份或保留原唱以創作短片，但不可更改歌詞。  

 格式：須以  MP4 格式檔案提交，解像度不可低於1920x1080，畫面比例須

為橫向4:3 或16:9，檔案大小不可多於2GB，。  

 形式：不限，可運用真人演唱、相片、電腦影像、跨媒體製作或任何表演

形式的創作。惟作品必須為原創，不可抄襲或侵犯他人版權。  

 

10.  評審   

 

 短片評審準則及比重如下：   

評審準則 詳情 比重 

主題及內容 

（主題與內容切合，信息準確並

能突顯主題） 

 以兒童的角度出發，促進

凝聚家庭、齊抗暴力及保

護兒童的主題 

40% 

感染力 

（對公眾的影響力，能吸引不同

層面的觀眾關注） 

 具觀賞及娛樂性，能感染公

眾對主題的關注 
30% 

創意 

（創作概念、創新性、原創性及

新穎的表達方式） 

 概念創新，表達形式及手法

獨特新穎 （包括參賽學校

或參賽者／隊伍以不同形

式或風格演繹主題曲。） 

20% 

美觀及製作技巧 

（拍攝技巧、音效及視覺效果） 
 影像運用美觀，具視聽效果 10% 

  註：  評審團所作的評選結果為最終決定。   

 

11.  獎項及獎品   

 

 各比賽組別分別設有冠軍、亞軍、季軍、最有感染力獎、最具創意獎，以

及網上最具人氣獎 #。得獎之學校和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將獲頒發以

下奬品：（註：主辦機構將為各比賽組別的冠軍進行拍攝及訪問，所有合

資格參賽學校之學生及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均獲發紀念奬狀乙張；

得獎作品，將用於宣傳和推廣「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宣傳運動。）  

 

 小學組（團體）及  中學組（團體）  

獎項  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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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獎盃及港幣  4,000 元禮券  

亞軍  獎盃及港幣  3,000 元禮券  

季軍  獎盃及港幣  2,000 元禮券  

最有感染力獎  獎盃及港幣  1,000 元禮券  

最具創意獎  獎盃及港幣  1,000 元禮券  

網上最具人氣獎  獎盃及港幣  1,000 元禮券  

 

 公開組  

獎項 獎品 

冠軍  獎盃及港幣  4,000 元禮券  

亞軍  獎盃及港幣  3,000 元禮券  

季軍  獎盃及港幣  2,000 元禮券  

最有感染力獎  獎盃及港幣  1,000 元禮券  

最具創意獎  獎盃及港幣  1,000 元禮券  

網上最具人氣獎  獎盃及港幣  1,000 元禮券  

 

# 所有參賽作品將於 2022 年 10 月 24 日上載至「心房子」 Facebook專頁
（ https://www.facebook.com/heartandhut/ ）  及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heartandhut/) 作公開投票，於上述兩個社交平台獲
得最多點讚「Like」的作品可獲「網上最具人氣獎」。  

 

12. 重要日子  

 

重要事項 日期 

比賽報名及提交   2022年7月20日至 10月21日 

比賽截止提交日期   2022年10月21日 

最具人氣獎公眾投票期   2022年10月24日至 11月10日 

網上公布比賽結果暨頒獎典禮   2022年11月20日 

   

13.  參賽規則   

 

 參賽作品中採用的圖像、音樂（《童聲童想》除外）、聲音或影片片段，

必須為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的原創作品，不可抄襲或侵

犯他人版權和任何權益。如作品包含有關複製他人的版權及資料，必須先

取得版權擁有人書面同意。任何侵犯知識產權的作品將不獲接納，主辦機

構不會承擔任何因侵犯版權而引發的法律責任，由此引起的爭議將由有關

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自行負責及承擔，其參賽資格亦有

機會被取消。有關知識產權的詳情，可參閱以下網址：http://  www.i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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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 hk/ chi/ pub_press/  publications/ IP_c.pdf 。  

 參賽作品必須為從未參加任何比賽，並未獲得任何獎項；及未經任何形式

之公開發表（包括任何公眾／私人網站、博客、網上社交／媒體平台

等）。  

 參賽作品必須符合上述所列之作品基本規格。  

 參賽作品不能包含淫褻、  暴力、色情、誹謗、不良意識、人身攻擊、政

治、宗教、侮辱成分或任何具爭議性及不適當的內容，或引用任何公司或

實體的任何名稱、產品或服務，或任何第三方的商標、標識或作任何品

牌、產品或服務的推廣。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不得上傳

或散佈違反法律之影片、文字與圖檔。凡違反者，主辦機構除有權取消其

參賽資格外，參賽學校和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亦要自負法律責任。  

 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須保證所提交之資料為真實且正

確，不得冒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得獎之學校和參賽者／隊伍／團體／機

構需於領獎時，出示學校／團體／機構／個人身份之證明文件以作核實其

得獎資格。  

 錄像作品不得冒名頂替參加。如有不實、不正確之資料，或被檢舉證實

者，將被取消參加資格。如對主辦機構或第三人帶來損失，該參賽學校或

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須負一切相關責任。  

 未滿18歲的參賽者必須得到其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參加是次比賽。  

 主辦機構有權不接受任何不恰當或不符合比賽主題和規格的參賽作品；

《童聲童想》的音樂、歌曲及歌詞，只能用於是次比賽的參賽作品中，未

經授權，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參賽作品一經遞交，其版權將歸主辦機構所有。主辦機構有權將參賽學校

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提交的作品用作非牟利之用途，並保留使

用、修改、複製和傳播其參賽作品內容到任何媒體渠道，及以任何形式，

不限次數、地域及時間，無償地使用參賽作品的全部或部份內容的權利，

公布在任何媒體作投票及宣傳用途，而無須事先徵得參賽學校或參賽者／

隊伍／團體／機構的同意及支付任何費用。  

 參賽作品一旦成為入圍作品，其作品包括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

／機構名稱將會上載到主辦機構「心房子Heart and Hut」的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eartandhut/ ) 及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heartandhut/ )供公眾瀏覽及投票。  

 主辦機構保留可隨時取代任何獎品的權利，無須事前通知。所有禮券不可

兌換現金。禮券須於指定商號使用，並受指定商號所列之條款及條件約

束，主辦機構不會就這些條款及條件以及產品之質素負上任何責任。得獎

者在領取獎品後，若有遺失、損毀或被竊，主辦機構不會作出補償。  

 主辦機構不會為任何因電腦或網路等技術理由，而導致參賽學校或參賽者

／隊伍／團體／機構所上載、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辦識

或損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亦不得

異議。  

 主辦機構對活動評審、投票、放映及其他相關的安排擁有最終決定權，公

開投票作品及比賽結果和獎項由評審委員會決定為準，參賽學校或參賽者

／隊伍／團體／機構必須遵從評審委員會的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必須同意並遵守本比賽的所有條款

及細則，主辦機構保留隨時修訂本比賽的條款、內容及安排的權利，而無

須事先通知。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提交作品前請詳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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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細則，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不得異議。  

  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體／機構透過網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被

用作處理有關參加是次比賽之用，包括核實參賽學校或參賽者／隊伍／團

體／機構身份及聯絡之用途。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參賽學校

或參賽者／隊伍有權獲得及更改已遞交的個人資料，及獲取表格副本。所

有提供的個人資料會在評選結果公布後六個月內銷毀。  

 

14.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3468 2176 或電郵至adv2@swd.gov.hk與社會福利署家

庭及兒童福利科家庭暴力組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