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港學界「中史解碼」數碼遊戲創作比賽
比賽目的

鼓勵學生以資訊科技結合中國歷史學習，透過創作與中國歷史題材有關的數碼遊戲，提升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

促進學校應用數碼遊戲於中國歷史的學與教上，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培養學生應用創新科技的能力，並將之普及至全港學生。

通過中史數碼遊戲設計，推動學生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解難能力。
主題
「中史解碼」

參賽者／隊伍可在中國歷史中挑選任何歷史時期、場景、人物或史事設計數碼遊戲。

所設計的遊戲內容（包括當中的角色、場景、史事等）必須以史實為基礎，不能憑空杜撰。
比賽組別
1. 小學組
2. 初中組
3. 高中組
4. 大專組
獎項:

(全港在校就讀小學生)
(全港在校就讀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全港在校就讀中四至中六級學生)
(全港在校就讀大專學生)

評審準則
1. 切合比賽主題及史實
2. 圖像設計吸引性
3. 遊戲軟件的創意度
4. 音效吸引性

40%
25%
25%
10%

小學組

初中組

高中組

大專組

HP Notebook 乙部、虛擬實境 VR

HP Notebook 乙部、虛擬實境 VR

HP Notebook 乙部、虛擬實境 VR

HP Notebook 乙部、虛擬實境 VR

檢視器入門套裝乙套、獎盃及證書

檢視器入門套裝乙套、獎盃及證書

檢視器入門套裝乙套、獎盃及證書

檢視器入門套裝乙套、獎盃及證書

亞軍

Windows Tablet 乙部、獎盃及證書

Windows Tablet 乙部、獎盃及證書

Windows Tablet 乙部、獎盃及證書

Windows Tablet 乙部、獎盃及證書

季軍

虛擬實境 VR 檢視器入門套裝乙套、

虛擬實境 VR 檢視器入門套裝乙套、

虛擬實境 VR 檢視器入門套裝乙套、

虛擬實境 VR 檢視器入門套裝乙套、

獎盃及證書

獎盃及證書

獎盃及證書

獎盃及證書

優異

獎盃及證書

獎盃及證書

獎盃及證書

獎盃及證書

最積極參與

獎盃及證書

獎盃及證書

獎盃及證書

冠軍

學校大獎

作品規格
歡迎以電腦遊戲或手提裝置遊戲參賽。手提裝置遊戲包括以 iOS, Android 及 Windows App 平台開發、同時可在任何智能手機，平板
電腦或網上瀏覽器使用的數碼遊戲。(*所有遞交手提裝置遊戲，必須已上載網上商店，並提供連結)
1. 可使用之軟件
需為可在網上瀏覽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iOS/ Android/ Windows App)安裝及使用的軟件，於繳交作品時，須繳交任何有關檔案、
軟件原檔包括 source code, header files, library files, image files, data files 或其他 compiled files, method 及/或 the command
line 等
2. 短片介紹
示範軟件操作之短片，長度不可多於三分鐘。
參賽規格

各學校參賽隊伍數目不限，學生可以個人 / 小組 (最多 4 人)參與比賽，並需由教師提名。大專組參賽者可自行報名，毋須所屬
院校提名。

每份參賽作品只可參加小學組、初中組、高中組或大專組其中一組比賽。

若設計的遊戲會按用家的表現而產生不同結局，須在與史實不符的結局中以文字或其他方式補充正史的內容。

所有參賽隊伍必需擁有所使用軟件的版權，或取得該軟件的使用權；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

所有得獎作品之版權均為主辦單位所有，主辦機構有權使用、修改、發放其作品，以作教育及不牟利用途。

主辦單位保留一切參賽資格及比賽結果的最終決定權。

教育局將會甄選入圍作品，製作為中國歷史科教學資源，並送發給全港學校。
參加辦法

簡介會及創意工作坊日期為 2016 年 10 月 15 日。 (詳情見附件一)

比賽參加者須於比賽報名截止日期前(即 2016 年 11 月 18 日或之前)，透過網上報名或把報名表電郵/傳真至大會。(詳情見附件
二)

比賽參加者須於遞交作品截止日期前(即 2016 年 12 月 16 日或之前)，將一式兩份的參賽作品(DVD)郵寄/送交天水圍天華路 51
號伯裘書院，由學校轉交予香港電子學習教育協會 (信封面請註明<全港學界「中史解碼」數碼遊戲創作比賽>)。
備註：
1. 活動詳情及比賽表格可於活動網頁瀏覽及下載：www.ifuture.org.hk
2. 遞交比賽作品截止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16 日，比賽結果將於 2017 年 2 月底公布，頒獎禮則於 3 月舉行。

附件一

全港學界「中史解碼」數碼遊戲創作比賽
簡介會及創意工作坊
報名表
簡介會及創意工作坊將介紹比賽內容，以及如何製作數碼遊戲；
名額 40 人，每所學校參加人數不多於 4 人，先到先得；
請填妥此報名表格，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或以前，透過網上報名/傳真或電郵至大會。
傳真：2447 1924

電郵：enquiries@ifuture.org.hk

日期：2016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六)
時間：10:00a.m. – 11:30 a.m.
地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東座四樓 E418
School Name 參加學校名稱：
Contact Person 學校聯絡人姓名：
Office 學校電話：

(Mr.先生 / Ms 女士)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Fax Number 傳真號碼：

Address 通訊地址：
Email 電郵地址：

參加者名單：
Name 姓名 (中) Name 姓名 (English)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Email 電郵地址

School Chop

學校蓋印

Signature of Contact Person 學校聯絡人簽署

Date 日期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in capital letter. Please fax back to 24471924. 請以正楷填寫，並傳真到 24471924；
 電郵至：enquiries@ifuture.org.hk；或

 郵寄至天水圍天華路 51 號伯裘書院。

全港學界「中史解碼」數碼遊戲創作比賽

附件二

小學、中學組比賽報名表
請填妥此報名表格，於 2016 年 11 月 18 日或以前，透過網上/傳真或電郵至大會。
傳真：2447 1924

電郵：enquiries@ifuture.org.hk

Participating Group 參加組別 (Please  in appropriate box 請加上  號
Group 組別

Participants 對象

□

Primary

小學組

全港在校就讀小學生

□

Junior Secondary 初中組

全港在校就讀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

Senior Secondary 高中組

全港在校就讀中四至中六級學生

School Name 參加學校名稱：
Teacher Name 提名教師姓名：

(Mr.先生 / Ms 女士)

Office 學校電話：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Fax Number 傳真號碼：

Address 通訊地址：
Email 電郵地址：
Student List 參加同學名單：
個人參賽：

Name 姓名 (中) Name 姓名 (English)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Email 電郵地址

小組參賽：

Name 姓名 (中) Name 姓名 (English)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Email 電郵地址
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School Chop 校印*

Signature 校長/負責老師簽署

Date 日期



One application form for one entry only. 每份作品請填寫一份報名表。



All of the application data use in the competition and related promotion matter purpose only. If any clarification is needed,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2448 2960 or fax to 24471924.
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大會作安排及推廣活動之用。閣下若要求查閱及更正有關的資料，請致電 2448 2960 或傳真至 24471924 與大會職員聯絡。

全港學界「中史解碼」數碼遊戲創作比賽
大專組比賽報名表
請填妥此報名表格，於 2016 年 11 月 18 日或以前，透過網上/傳真或電郵至大會。
傳真：2447 1924

電郵：enquiries@ifuture.org.hk

School Name 所屬院校名稱：

Student List 參加同學名單：
個人參賽：

Name 姓名 (中) Name 姓名 (English)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Email 電郵地址

小組參賽：

Name 姓名 (中) Name 姓名 (English)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Email 電郵地址
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Signature 參加者簽署

Date 日期



One application form for one entry only. 每份作品請填寫一份報名表。



All of the application data use in the competition and related promotion matter purpose only. If any clarification is needed,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2448 2960 or fax to 24471924.
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大會作安排及推廣活動之用。閣下若要求查閱及更正有關的資料，請致電 2448 2960 或傳真至 24471924 與大會職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