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馬會「翻轉教學」先導計劃 
 

「自學不求人  夏日不停學」獎勵計劃（下稱「獎勵計劃」） 
 

指引、條款與細則 
 
1. 獎勵計劃 
a. 獎勵計劃的主辦機構是香港中文大學學能提升中心。此獎勵計劃是賽馬會「翻轉教
學」先導計劃的一部分（下稱「本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並由

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主辦，協作機構是香港翻轉教學協會。 
b. 獎勵計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4日自學挑戰」（下稱「挑戰」），第二階段為
「自學不求人短片創作比賽」（下稱「比賽」）。 

c. 獎勵計劃旨在： 
• 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及良好的自學習慣 
•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 於校內建立良好的自學風氣 
•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展現創作才華 

 
2. 參加資格 
a. 於香港就讀中學的全日制初中學生（中一至中三； 以 2020／21學年為準）均可參
加挑戰和比賽。 

 
3. 挑戰 
a. 挑戰期為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8月 31日。 
b. 挑戰以個人形式進行。 
c. 合資格的參加者必須在本計劃的學習平台 Fabulearn@schools 註冊學生帳號，填寫
並提交「14日自學挑戰登記表格」。 

d. 挑戰要求參加者於挑戰期內連續 14 日登入 Fabulearn@schools ，並每日觀看平台
上至少 5條不同的教學短片。成功完成挑戰者可獲得電子證書。 

e. 另外，最先完成挑戰的 80 位參加者可贏取價值 200 港元的電子產品商店禮券（名
額：80份）。 

f. 主辦單位會在 2021 年 9 月 6 日或之前以電郵通知得獎者有關領獎安排。領獎時必
須出示有效學生証以證明符合參賽資格，如經核對後與登記資料不符或未能出示有

效証件，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g. 此挑戰特設「優異自學風氣獎」一名，授予在 2021年 8月 31日或之前完成挑戰最
多學生的所屬學校。得獎學校將獲邀參加頒獎禮，及領取獎品。 

 
4. 比賽 



4.1. 主題 
a. 比賽以自學為主題。合資格參賽的學生須製作及提交一段短片（下稱「參賽作品」），
分享自學心得和經驗，並鼓勵及支持同儕培養自學習慣。 

 
4.2. 報名及提交參賽作品 
a. 有意參賽的初中生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參加（下稱「參賽單位」）。每個參賽單位最
多 3人，可為同校同級或不同級的同學。 

b. 每個參賽單位須先向就讀中學報名，並只能提交一份參賽作品。每所學校的參賽單
位數目不限。 

c. 報 名 方 法 是 由 就 讀 學 校 透 過 傳 真 （ 3942 0918 ） 或 網 上 表 格 : 

(https://cuhk.qualtrics.com/jfe/form/SV_b3MS5EVWMxJrHHo)提交學校資料表格、報名

表格及其他相關文件，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1 年 9 月 30 日（）。逾期報名將不獲接

納。 
d. 學校資料表格及報名表格可於下列網址下載： 
表格 網址 
學校資料表格 (由就讀學校填寫並提
交) 

https://jcflippedlearning.hk/award-scheme  

報名表格 (由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
填寫，並向就讀學校提交） 

e. 十八歲以下的參賽者須徵得家長的同意參加比賽，並填妥報名表格乙部。 
 
4.3. 參賽作品要求 
a.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以及從未以任何形式發佈或使用。 
b. 參賽作品必須沒有侵犯他人的權益及版權（包括參賽作品中出現的影像、音樂及歌
曲）。如涉及版權問題，主辦機構概不負責及將取消相關人士的參賽資格。 

c. 參賽作品不應出現不同意拍攝的學生或任何第三方的容貌。如有關影像無可避免地
在影片出現，應通過後期製作將相關影像遮蓋。 

d. 作品一經遞交，表示參加者已閱讀並同意比賽的所有規則、條款及細則。 
e. 主辦機構將不會退還參賽作品。遞交前需自行備份。 
f. 所有拍攝需在安全情況下進行，並符合政府的防疫指引。同一鏡頭內的被拍攝者不
應多於四名，並需戴上口罩。若被拍攝者超過四名，則需預留足夠的社交距離。 

g. 所有參賽作品須符合下列規格： 
項目 規格 
片長 不多於 3分鐘 
形式 不限（真人演繹、動畫或電腦影像等形式均可） 
語言 粵語、普通話或英語 
格式 MP4 
解象度 720p 或 1080p 



建議畫面比例 16:9 
附加資料 影片標題及不多於 100字的作品簡介 

 
4.4. 評審準則 
a. 評審團由本計劃的管理團隊和「翻轉教學」專家小組組成，將根據下列四個準則評
審： 

項目 比重 
內容 (符合主題，分享自學經驗和有用的自學策略，傳達正面
訊息以鼓勵及支持同儕培養自學習慣) 

40% 

創意（創新的概念、表達方式或影片鋪排） 30% 
製作（影片可觀性，如運鏡角度、拍攝手法、剪輯手法、畫面

特效、音樂及音效等） 
20% 

挑戰（參賽單位的成員有否完成「14日自學挑戰」） 10% 
 
4.5. 獎項及獎品 
a. 比賽結果將會於 2021 年 10 月 29 日在計劃網站上公佈。得獎者的老師／家長／監
護人將獲電郵通知得獎詳情。 

b. 得獎者必須出席於 2021年 11月- 12月舉行的頒獎典禮，以及在領獎時出示有效學
生証以證明符合參賽資格。如經核對後與登記資料不符或未能出示有效証件，主辦

單位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c. 參賽單位授權予主辦單位及有關單位在任何宣傳材料、媒介和場合上發佈和展示其
姓名、相片及作品，而事前不需要向參賽者作出通知和繳付任何版權費用。 

d. 比賽設有以下獎項： 
獎項 每組名額 獎品 
冠軍 1 組 電子產品商店禮券 及獎狀 

(價值 6,000  港元)  
亞軍 1 組 

 
電子產品商店禮券 及獎狀 
(價值 4,000 港元) 

季軍 1 組 
 

電子產品商店禮券 及獎狀  
(價值 2,000 港元) 

優異獎 1 – 2組 電子產品商店禮券 及獎狀 
(價值 1,000 港元) 

創意自學先鋒

學校獎 
提交參賽作品

最多的學校 
獎狀 

 
5. 重要日期 
日期 詳情 
2021年 7月 1日 （星期四） 「14日自學挑戰」開始 



2021年 8月 31日 （星期二） 「14日自學挑戰」結束 
2021年 9月 30日 （星期四） 短片創作比賽 – 提交作品截止 
2021年 10月 29日（星期五） 公佈比賽結果 

 
6. 條款與細則 
參賽者一旦報名參加挑戰或比賽，即表示同意及遵守下列條款與細則： 
a. 主辦機構就有關獎勵計劃的所有事宜保留最終決定權。與獎勵計劃有利益衝突者均
不得參賽，以示公允。 

b. 如遇到不可抗力或不可控制之情況，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取消獎勵計劃。 

c. 獎勵計劃及其條款與細則均受香港法例所管轄，任何爭議須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管
轄權所管轄。 

d. 標示的時間均為香港時間（GMT +8）；24小時制。 

e. 參加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及其學校資料必須正確無誤。 

f. 如參賽作品未能符合「4.3. 參賽作品要求」所提及的要求及規格，主辦機構保留權

利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作品亦不得包含不恰當、猥褻、暴力、褻瀆、誹謗或歧視

的內容。 

g. 提交參賽作品即代表參賽單位授權予主辦機構及有關單位編輯、修改、出版，以及
展示其參賽作品在任何宣傳刊物、途徑及場合，而事前不需要向參賽單位作出通知

和繳付任何版權費用。 
h. 參賽者提供的個人資料由主辦機構作獎勵計劃之用。有關資料會嚴格保密，並會在
獎勵計劃結束後六個月內銷毀。 

i. 倘若本條款與細則中、英文版本之間的釋義或涵意有不一致，一律以英文版本為準。 

j. 主辦機構保留最後決策權利修改、延伸、及解釋獎勵計劃之任何規則，包括本條款
與細則。 

 
8. 查詢 
a. 如有查詢，請聯絡主辦機構： 
電郵 info@jcflippedlearning.hk 
電話 3943 3532 
WhatsApp 9868 5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