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能中度組於頒奬典禮暨表演時設「台下支援區」，讓訓練者在台下指定位置提示

參賽者。 

 

 

 

 

 

 

 

 

 

 

目標 

推動共融社會 

 

主題 

1. 「疫情中智障人士與非智障人士的平等友誼」 

2. 「推廣智障人士的能力」 

 

詳情 

比賽組別及獎項： 

 

組別 對象 獎項 

幼兒組 

就讀幼稚園的學生 

（2021 年 4 月 12 日或之前年滿

3 歲或以上） 

每個組別 

冠、亞、季（各一名） 

優異獎（兩名） 

 

初賽增設 

「Facebook 網民最喜愛奬」 

（各組別一名） 

 

所有完成初賽之參加者均可 

獲發證書一張 

初小組 就讀小學一至三年級學生 

高小組 就讀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 

展能輕度組 輕度智障人士（不限年齡） 

展能中度組* 中度智障人士（不限年齡） 

共融組 

自由組合 

（2 至 5 人一組，不限年齡，當中

最少 1 名智障人士，組合人士可

以是親屬、機構職員、非智障老友

及義工等） 

主辦機構 
Organized by: 

扶康會「香港最佳老友」運動．賽馬會社會共融計劃 

捐助機構 
Fu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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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時間 

 
幼兒組／初小組／高小組／ 
展能輕度組／展能中度組 

共融組 

初賽及決賽 2.5 分鐘 3 分鐘 

 

⚫ 初賽最高分五名參賽者可入圍決賽競逐冠、亞、季及優異獎 

「Facebook 網民最喜愛奬」投票方式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讚好大會指定

Facebook 專頁 

按讚好/勁正/加油/哈哈/嘩參賽影片 

 

分享參賽影片 

完成「步驟 1+2」 

=1 票 

額外+2 票 

=3 票 

初賽詳情及參加辦法： 

形式  ：由參加者提交影片予大會，不設現場賽事 

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GYiyR4hiT2DrCreUA   

上傳影片途徑：  

1. 將影片經 WhatsApp 傳送至 6331 3542 或 

2. 將影片上傳至 Google Drive，將共享連結傳送至 6331 3542 

本會將會於截止報名後，以電郵聯絡並確認參賽者資料及通知有關初賽網上安排 

 

初賽評審及網上投票時期： 

2021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至 6 月 14 日（星期一）(14 天) 

 

公佈入圍： 
2021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 

 

評分準則 

項目 
幼兒組／初小組／高小組／ 

展能輕度組／展能中度組 
共融組 

故事內容 
40 分 

（如使用故事範本，可得分數為 25 分） 
25 分 

（如使用故事範本，可得分數為 15 分） 

演繹台型 
（道具、服裝） 

25 分 25 分 

表達、傳意 35 分 25 分 

團體合作 不適用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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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詳情： 

因應疫情影響，決賽詳情將稍後公佈 

參賽細則： 

1. 參賽者須保證所提交之資料真確 ，不可未經當事人或其監護人批准下使用其個

人資料。如對主辦機構或第三者帶來相關影響或損失，參賽者須負有關責任。 

2. 如有參賽者涉及版權問題或任何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資料及內容 ，主辦

機構將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3. 主辦機構保留對評審、賽果、參賽細則、獎項及其他相關活動的安排的最終決

定權。如有任何爭議，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依歸，參賽者不得異議。 

4. 主辦機構擁有所有參賽作品的使用權 ，於比賽期間由大會指定人員進行拍攝及

錄影 ，並擁有故事比賽所衍生之產品的版權及使用權 ，主辦單位有權在任何時

間及地區在任何媒介使用。 

5. 主辦機構會把初賽參賽影片放於大會指定 Facebook 專頁 ，並新增 「Facebook

網民最喜愛奬」 。網民按指定時期內讚好大會指定 Facebook 專頁 ，並在該帖

子按正面表情圖案(包括：讚好（  ）/勁正（  ）/加油（  ）/哈哈（  ）

/嘩 （ ）作一票計算 ，負面表情圖案 （包括 ：慘慘 及嬲嬲 ）不會計分 。

再分享（ ）會額外加多兩票。 

6. 參賽者遞交參加表格及影片後，即表示同意及接受是次比賽的所有細則； 如有

違反，其參賽資格可能會被取消。 

7. 大會只會於決賽提供咪高峰，不會提供額外的音響支援。 

8. 為保障各參賽者私隱，其支持者應避免在比賽期間拍攝其他參賽者容貌及避免

將有其他參賽者容貌的相片、影片上載網上或與第三方分享。 

 

參賽影片要求： 

【幼兒組／初小組／高小組／展能輕度組及展能中度組適用】 

1. 參賽影片只接受橫向錄影的影片。 

2. 參加者毋須作自我介紹。 

3. 參賽影片只接受以定鏡拍攝的原片，不接受後期加工（包括：字幕）或剪片。 

4. 參賽影片畫面及音量必須清晰，無雜音干擾。如影片質素欠佳而影響評分，主辦

單位概不負責。 

5. 一經報名及上傳影片後，主辦單位將不受理任何更改或重新遞交參賽影片／影片

連結的要求。 

 

【共融組適用】 

1. 參賽影片只接受橫向錄影的影片。  

2. 參加者毋須作自我介紹。  

3. 參賽影片接受後期簡單剪接，唯不可加字幕。 

4. 參賽影片畫面及音量必須清晰，無雜音干擾。如影片質素欠佳而影響評分，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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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概不負責。 

5. 一經報名及上傳影片後，主辦單位將不受理任何更改或重新遞交參賽影片／影片

連結的要求。 

參考資料： 

Auntie Van Van 故事演繹技巧網上工作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r8S13tCoA&list=PLzbQSgpUuxJ

aC3a_CjXkj0P0j8OaPjdPh 

 

計劃簡介： 

「最佳老友」是一項非牟利的國際性運動，透過建立智障人士與非智障人士一對

一的友誼，提高智障人士的生活質素，促進社會共融。 

2004 年，Best Buddies International 邀請並授權扶康會於香港成立「香港最佳

老友」，是香港唯一認可推動此項有意義運動的機構。 

一直以來，BBHK 運動都深受社會各界的支持，並邀得政府部門人員及各大專院

校教授擔任顧問。2012 年、2015 年及 2019 年先後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撥款捐助「香港最佳老友」運動，以推動「香港最佳老友」運動的共融精神。 

 

查詢： 

聯絡電話   ：2215 6324（電話） / 6331 3542（ＷhataApp） 

聯絡電郵   ：bbhk@fuhong.org 

扶康會網站   ：https://www.fuhong.org 

大會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uhongbb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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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範本 - 世上最珍貴的禮物 

作者：鄒永樺小朋友 

（第五屆「老友鬼鬼」共融故事演繹比賽高小組冠軍） 

 

（使用範本故事，故事內容分數設有上限，詳細請參閱第二頁之評分準則） 

 

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珍貴。 

我叫阿醒，我要成為森林中，最偉大的獵人。 

 

今天，老師給了我們一份功課，要我們找一樣森林中最珍貴的東西，本

來我十分開心，又是大顯身手的好時機。怎料，我竟然抽中與阿笨一組。 

阿笨小時候，曾經歷一場大病，之後就好像沒有長大一樣，做事笨笨拙

拙，說話又不清不楚。我與他一組······唉！ 

 

阿醒走進森林，看到同學們，都非常積極。有同學說要找世界上最甜美

的水果，又有同學說要找世界上最美麗的花朵。啊······阿醒突然跌進了陷

阱，手腳被大麻繩綁住，動彈不得。阿醒大聲呼救，其他同學都不理會

他。此時，只有阿笨上前，用牙大力咬斷大麻繩。阿醒原本都不想理會

阿笨，認為用牙咬是最愚蠢的方法。後來，阿笨咬到牙齒流血，阿醒就

明白了阿笨是真心真意想救他脫險。阿醒突然靈機一觸，叫阿笨用手上

的矛扯斷麻繩，竟然成功了。之後，他們二人互相扶持，回到學校。 

 

回到學校後，阿醒大聲上台報告，最美麗的東西、最美味的食物，都不

及一顆善良的心珍貴。就好像阿笨救的時，面對住極大的困難，仍依然

努力救我。其實，我們只要有更多包容和關懷，他們一家能夠衝破自身

的局限，勇敢面對生活上的困難。你願不願意支持阿笨？若果你願意，

不管頭腦如何，你已經擁有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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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範本 - 抗疫誇啦啦 

作者：陳錦照先生（家庭老友參加者） 

 

（使用範本故事，故事內容分數設有上限，詳細請參閱第二頁之評分準則） 

最佳老友齊抗疫 

出街要用搓手液 

邊爐燒烤咪亂食 

出街回家要洗滌 

徹底清洗用梘液 

增強身體免疫力 

不明藥物咪亂食 

扶老攜幼齊抗疫 

康健體魄要出力 

上下一心同抗疫 

疫情過後見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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