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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觀塘」音樂推動計劃：樂動大使義工培訓 

【繪聲繪色】 
 

活動理念： 青少年透過義工培訓學識拍攝影片和剪片方法，並參與本次活動拍攝工

作，增強實戰經驗;推動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增強自信心與能力感，

讓青少年發揮潛能和才幹，藉此鼓勵他們參與社區文化藝術的推動及持續

建設。  

活動內容： 1. 短片拍攝技巧 （例如：取景角度、環境構圖、色彩參數等）  

2. 視頻編輯軟件功能介紹（如：AE、PR） 

3. 後期影片製作 

4. 參與本次歌唱比賽活動拍攝 

  活動目的： 1. 提升參加者拍攝及剪輯技能，參與比賽宣傳及招募工作 

 2. 提升青少年的自信心及能力，為日後參與推動社區文化藝術發展打好基礎 

 3. 發揮自己的長處、承傳義工服務精神，增強實戰經驗 

  活動對象： 青少年中學生及大專生 

活動備註： 學員需要自備器材上課 

  名    額： 16 人 (報名者需面試) 

  費   用： 免費(需要繳交按金$100，參加者完成活動課程後，按金將獲全數退回) 

時     間: 24/9-22/10/2022(逢三,六)（1/10停） 

截止報名日期： 2022年 9月 13日或之前 

  查詢電話： 2341 6308 

 **活動詳情：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形式 地點 

( 一 ) 觀 塘 區 

2022歌唱比賽初賽 

10月尾（兩天） 

具體時間:待定 

義工活動 : 

協助錄製比賽視頻及製

作視頻推動宣傳 

待定 

 

(二) 觀塘區 

2022歌唱比賽複賽 

11月尾 

具體時間:待定 

義工活動 : 

協助錄製比賽視頻及製

作視頻推動宣傳 

待定 

(三) 觀塘區 

2022歌唱比賽決賽 

12月尾 

具體時間:待定 

義工活動 : 

協助錄製比賽視頻及製

作視頻推動宣傳 

待定 

(四) 社區巡迴音樂送暖

大行動 

11月中（兩天） 

具體時間:待定 

義工活動 : 

協助錄製比賽視頻及製

作視頻推動宣傳 

待定 

** 參加者須出席 2個及以上義工活動,才可獲頒發義工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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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須知： 

1.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原定活動內容(如活動時間及地點等)之最終決定權。 

2. 入選者將會另行通知，成功取錄者以繳交按金作實。 

3. 學員如報名此義工培訓，將不能以參加者身份參與本屆 2022歌唱比賽。 

4. 請自行保留按金收據，學員可待活動完結後 3 星期內，前往本會會址退回$100 按

金。 

5.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供觀塘民聯會作聯絡之用，除獲本會授權之人員外，將不會提

供予其他人士。 

6. 學員不能於課程時間內宣傳私人及與課程不相關之活動。 

7. 學員不能以＂觀塘民聯會＂名義與其他學員進行聚會 。 

8. 如在課堂進行前 4 小時，天文台發出紅色暴雨警告或懸掛八號風球或以上，該課

堂將取消及另行安排。 

9. 大會保留各條款的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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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觀塘」音樂推動計劃：樂動大使義工培訓 

【繪聲繪色】報名表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年齡：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cebo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   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將會參與哪兩個義工活動？ (可選擇多於兩個) 

☐ 觀塘區 2022 歌唱比賽初賽(兩天) 

☐ 觀塘區 2022 歌唱比賽複賽 

☐ 觀塘區 2022 歌唱比賽決賽 

☐ 觀塘區 2022 社區巡迴音樂送暖大行動(兩天) 

你是否曾參加觀塘民聯會的活動？   ☐是（請註明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         

                                    ☐否 

 

  

私隱條例資料聲明： 

為配合《2012 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及為能繼續與 閣下保持聯系及接收本會

的資訊，及向 閣下推廣活動 ，在獲得你的同意後，我們將會使用 閣下提供給我們

的個人資料，透過不同的聯絡方式如電郵、郵寄、電話或短訊等，與你聯系及用作上述

用途。而 閣下亦同意你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被本會用作上述用途。 

 

請在☐  以表示你的立場 

 

☐本人同意對我個人資料的使用     ☐本人反對對我個人資料的使用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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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觀塘」音樂推動計劃：樂動大使義工培訓 

【青出於藍】 
 

活動理念： 青少年透過義工培訓認識活動策劃的基本知識，了解從程序設立到項目實

施的過程，增強綜合能力、實戰經驗;推動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增強

自信與能力感，讓青少年發揮潛能和才幹，藉此鼓勵他們參與社區文化藝

術的推動及持續建設。 

活動內容： 1. 導師講解有關活動策劃的基本知識（如：地點選擇、物資準備、活

動程序） 

2. 參加者自行討論，模擬制定活動程序，導師進行點評及修改，提供

指導意見。 

3. 參與本次歌唱比賽策劃工作 

  活動目的： 1. 提升參加者自主策劃能力，參與歌唱比賽策劃及招募工作。 

 2. 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及能力，為日後參與推動社區文化藝術發展打好基礎。 

 3. 發揮自己的長處、承傳義工服務精神。 

  活動對象： 青少年中學生及大專生 

  名    額： 16 人 (報名者需面試) 

 時    間： 20/9-18/10/2022(逢二,五)（4/10 停） 

  費   用： 免費(需要繳交按金$100，參加者完成活動課程後，按金將獲全數退回) 

截止報名日期： 2022年 9月 13日或之前 

  查詢電話： 2341 6308 

 

 **活動詳情：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形式 地點 

( 一 ) 觀 塘 區 

2022歌唱比賽初賽 

10月尾（兩天） 

具體時間:待定 

義工活動 : 

協助活動統籌及推動活動進行 

待定 

 

(二) 觀塘區 

2022歌唱比賽複賽 

11月尾 

具體時間:待定 

義工活動 : 

協助活動統籌及推動活動進行 
待定 

(三) 觀塘區 

2022歌唱比賽決賽 

12月尾 

具體時間:待定 

義工活動 : 

協助活動統籌及推動活動進行 
待定 

(四) 社區巡迴音樂送暖

大行動 

11月中（兩天） 

具體時間:待定 

義工活動 : 

協助活動統籌及推動活動進行 
待定 

** 參加者須出席 2個及以上義工活動,才可獲頒發義工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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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須知： 

1.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原定活動內容(如活動時間及地點等)之最終決定權。 

2. 入選者將會另行通知，成功取錄者以繳交按金作實。 

3. 學員如報名此義工培訓，將不能以參加者身份參與本屆 2022歌唱比賽。 

4. 請自行保留按金收據，學員可待活動完結後 3 星期內，前往本會會址退回$100 按

金。 

5.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供觀塘民聯會作聯絡之用，除獲本會授權之人員外，將不會提

供予其他人士。 

6. 學員不能於課程時間內宣傳私人及與課程不相關之活動。 

7. 學員不能以＂觀塘民聯會＂名義與其他學員進行聚會 。 

8. 如在課堂進行前 4 小時，天文台發出紅色暴雨警告或懸掛八號風球或以上，該課

堂將取消及另行安排。 

9. 大會保留各條款的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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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觀塘」音樂推動計劃：樂動大使義工招募 

【青出於藍】報名表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年齡：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cebo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   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將會參與哪兩個義工活動？ (可選擇多於兩個) 

☐ 觀塘區 2022 歌唱比賽初賽(兩天) 

☐ 觀塘區 2022 歌唱比賽複賽 

☐ 觀塘區 2022 歌唱比賽決賽 

☐ 觀塘區 2022 社區巡迴音樂送暖大行動(兩天) 

你是否曾參加觀塘民聯會的活動？   ☐是（請註明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            

                                                                        ☐否 

 

  

私隱條例資料聲明： 

為配合《2012 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及為能繼續與 閣下保持聯系及接收本會

的資訊，及向 閣下推廣活動 ，在獲得你的同意後，我們將會使用 閣下提供給我們

的個人資料，透過不同的聯絡方式如電郵、郵寄、電話或短訊等，與你聯系及用作上述

用途。而 閣下亦同意你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被本會用作上述用途。 

 

請在☐  以表示你的立場 

 

☐本人同意對我個人資料的使用     ☐本人反對對我個人資料的使用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