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加表格

主辦機構： 合辦及贊助機構：

勞工處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業安全健康局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合辦機構：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稻苗學會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現代管理 ( 飲食 ) 專業協會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飲食業職工總會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Hong Kong Cat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香港酒店業協會

香港酒店業協會
Hong Kong Hotels 
Association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Restaurants & 
Related Trades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Staff 
Association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
協會
Association of 
Restaurant Managers



引 言
在勞工處和飲食業界團體共同努力下，近年飲食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表現已持續得到改善。然而，飲食業工傷意外數
字仍然是本港所有行業之冠。為了進一步減少飲食業的工傷意外及持續推廣飲食業的職安健文化，我們今年再次推出
「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凝聚計劃），以繼續推動業界切實採取安全措施及改善工作環境，減低意外風險。

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是本年度凝聚計劃內其中一項重點推廣活動，我們希望透過是次比賽，邀請業內人士、
公眾及青年創作具創意的飲食業安全口號，藉此加深業內人士及其家屬，以及市民大眾對職安健的認識，從而減少飲
食業工傷意外的發生。籌辦機構會選出優秀的創作口號用於日後宣傳飲食業職安健相關的刊物及活動上。優勝者將獲
邀拍攝短片來宣傳得獎的口號。影片會上傳至勞工處網頁及社交媒體以廣泛宣傳飲食業安全。

參賽組別
•	 「食肆組」-	所有食物環境衛生署的持牌食肆均可參加
•	 「公開組」-	所有公眾人士（年滿 18 歲或以上）均可以個人名義或組隊參加
•	 「小學生組」-	所有小學生均可以個人名義或組隊參加
•	 「中學生組」-	所有中學生均可以個人名義或組隊參加

參賽資格
•	 食肆組：
-	參賽的食肆必須位於香港，每間食肆只可遞交一份參加表格。每間參賽的隊伍人數上限為 6人。
-	由報名參與當天起，及至公布結果，該食肆必須持有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有效牌照。
-	參賽食肆及其相關食肆如發生嚴重事故而嚴重影響公眾信心及觀感，工作小組或評判團有權不頒發任何或所有
獎項，該食肆的參賽資格亦可能被取消。

•	 公開組：
-	參賽者可以以個人名義或組隊參賽，以隊伍參賽的人數上限為6人，所有參賽者必須為年滿 18歲之香港居民。
-	參賽隊伍需有一位參賽者擔任隊長。
-	每位參賽者不可參與多於一隊參賽隊伍。

•	 學生組：
-	參賽者必須為香港教育局註冊小學及中學學生，每位學生可以以個人名義或組隊參賽，以隊伍參賽的人數上限
為 6人。

-	每位學生或隊伍只可遞交一份參加表格。
-	參賽隊伍需有最少一位學生擔任隊長，全部隊員必須來自同一學校。
-	每間學校的參賽隊伍數目不設上限。
-	每位學生不可參與多於一隊參賽隊伍。

參賽作品要求
•	 參賽作品須以飲食業之工作安全和健康為主題。
•	 口號創作以不多於 20個中文字（不包括標點符號）為限。
•	 參賽者或隊伍可用不多於 100 字的中文簡介，闡述口號內容及創作理念。
•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是原創作品，不可抄襲及不可使用未獲授權的創作等。如作品牽涉抄襲行為、曾經出版或已提
交過其他比賽，參賽者或隊伍會被取消資格。

評審方法
由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局及其他籌辦機構代表組成的一個評審小組核實參賽者的資格和評審參賽者提交的作品，從
而在每一組別選出優勝者。

評審標準
參賽口號須文字簡潔及音韻鏗鏘，評審小組並會根據下列的評審標準對參賽作品作出評核：
•	 與飲食業安全的關聯 (35%)
•	 資料準確性 (35%)
•	 作品影響力 (15%)
•	 作品創意 (15%)



獎 項
「食肆組」及「公開組」各優勝者均會獲得獎杯一座及以下面值的現金禮券。

	 冠軍 : $2,000
 亞軍 : $1,500
 季軍 : $1,000
 優異獎 : $500
「學生組」各優勝者均會獲得獎杯一座及以上同等面值的現金書券。

參加辦法
參賽食肆及參賽者可採用以下任何一種方法交回所需文件：
•	 郵寄至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3 樓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安全推廣科。
•	 傳真至 2541	9952
•	 電郵至 ss-spd@labour.gov.hk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12 月 19 日

結果公布
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的得奬名單將於 2022 年 2月在勞工處網頁公布，各得奬者將會獲專函通知領奬安排。

查詢電話
2852 3567 / 2852 3565

比賽條款
•	 參加者必須確保其作品為原創及未曾公開發表，不得侵犯他人版權。作品不得轉載未經有關人士或機構許可使用
之內容，參賽作品若被發現有侵權成份將被取消資格，籌辦機構不會承擔任何因侵犯版權而引起之責任。

•	 任何曾於其他比賽中獲獎的作品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	 參賽作品不得含淫褻、粗言穢語、暴力、誹謗等成分，否則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	 參賽者須將作品保密，並採取所需措施確保在比賽結果公布前，不會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作品的內容。

•	 所有參賽作品的版權將由籌辦機構所擁有，籌辦機構有權使用，修改及公開發布得獎作品作教育及宣傳用途而無
須繳付任何費用予參賽者，作品有機會於籌辦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其相關網頁、社交媒體，FACEBOOK專頁、
刊物或其他機構展出，亦無須事先獲得參加者同意。

•	 籌辦機構有權拒絕任何作品參賽或取消其參賽資格而無須作出解釋，如有任何爭議均以評審團作最後決定。

•	 籌辦機構擁有是次比賽結果之最後決定權，並有權更改是次比賽的規則，獎項及其他有關比賽的安排，無須先行
通知。

•	 評審團認為參賽作品值得表揚，方會頒發獎項。評審團有權不頒發任何或所有獎項。

•	 籌辦機構工作小組成員及其直系親屬均一律不得參加。

•	 籌辦機構有權決定有關人士的參加資格及頒發的獎項。

•	 籌辦機構有權對比賽準則、獎項及其他安排作出更改，無須事先通知。

•	 籌辦機構對是次比賽的各項事宜保留最終決定權，參加者必須遵從籌辦機構所作出的任何決定。

•	 參賽者遞交參加表格，則表示完全同意各項參賽規則。

本單張只提供中文版本，如有查詢可致電 2852	3565。
This leaflet is only provided with Chinese version, for any enquiry, please contact 2852 3565.



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參加表格 ( 如有需要，可影印使用 )

口號 ( 不多於 20 個中文字 )：

作品簡介 ( 如有，不多於 100 個中文字 )：

參賽組別 ( 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

 食肆組　　　  公開組　　　  小學生組　　　  中學生組

* 食肆 / 學校 名稱 ： ( 中文 )

* 食肆 / 學校 地址 ： ( 中文 )

參賽者 / 隊伍負責人姓名： ( 中文 )

通訊地址： ( 中文 )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 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的有效牌照號碼 ( 請附上牌照副本 ) ：

參賽者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級別
( 只用適於學生組 )

身份證號碼 #

( 英文及首 3 個數字 )

隊長 

2

3

4

5

6

（* 請刪除不適用者）
（# 必須與身份證相同，凡年滿 11 歲的參加者必須填寫 ）

  
 參賽者／參賽隊伍隊長簽名  日期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用作有關提高飲食業工作安全及健康推廣的活動。為此目的，這些個人資料我們或會向其他有
關人士或機構透露。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要求查閱的權利包括要求獲得一份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複本。你可向本處提出有關你個人
資料的查詢，電話：2852 4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