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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比賽注意事項  

1. 按照政府規定，所有到場人士在進入文化中心前必須利用手機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或登記姓

名、聯絡電話及到訪的日期及時間。 

2. 由於座位有限，文化中心各場地現正實施人數限制，參賽者只能由一位家長或監護人陪同進入會

場，陪同者如多於一人，將不被邀請進入會場。 

3. 所有到場人士必須於進場前遞交健康申報表，未能遞交者不獲進入會場。 

4. 所有人士必須量度體溫。  

5. 所有人士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6. 頒獎典禮或比賽期間，不可離開座位及不能使用閃光器材進行錄影或拍照。  

7. 本會有權發佈是次活動照片/視頻/音頻致世界各地傳播媒體。 

8. 如有任何情況不能以本協會比賽章程內任何條文解釋，或一切行政及比賽事宜，將以本會執行委員

會對比賽章程之詮釋作出最終決定。 

 

溫馨提示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呼籲)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本會為減低使用者的健康風險，所有設施均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 參加者及其陪同人必須提供健康狀況、聯絡方法、於最近 14 天的外遊史及 2019 冠狀病毒確診病

例接觸史。 

⚫ 使用者在場館內必須佩戴自備外科口罩，並接受體溫檢測，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避免使用

場館設施，並盡快求醫。 

⚫ 使用者須保持手部衞生（即用梘液及清水洗手，如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可用含 70-80%酒精搓手

液潔淨雙手）。 

⚫ 使用者必須跟據本會指示入坐。 

⚫ 使用者應在公共區域保持適當的肢體距離。 

⚫ 場內不得進食食物及飲料。 

⚫ 吹奏樂器的演奏者必須保持至少 1.5 米的距離或放置分隔保持距離。 

⚫ 表演者及製作團隊其他人員盡可能保持適當的肢體距離。 

⚫ 除指定項目外, 所有舞台人員在整個演出期間應佩戴自備口罩。 

全方位比賽平台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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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比賽人士健康申報記錄 

根據有關部門指引，任何人士未能於進入會場時提交健康申報記錄，將不得

進入會場！ 

參賽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體溫：__________） 

 

陪同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體溫：__________） 

 

（請圈出正確資料） 

I. 於過去 14 天 內均（有 / 沒有）出現以下病癥, 包括: 發燒、 

全身乏力、咳嗽、喉嚨痛、氣促或其他疑似流感等癥狀; 

 

II.    於過去 14 天 內,（有 / 沒有）離港和/或正接受強制檢疫隔離 ; 

 

II. 於過去 14 天 內, （有 / 沒有）與曾外遊和/ 

或正接受強制檢疫隔離人士有緊密接觸; 

 

III. 於過去 14 天內, （有 / 沒有）與在香港或海外被確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或初步檢測呈陽性結果病例的任何人士有緊密接觸。 

 

本人確認以上訊息為真確。 

參賽者  陪同者  

簽    名：  簽    名：  

    

姓    名：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參賽日期：  參賽日期：  

 （18 歲以下人士由陪同人簽署）  （18 歲以下人士由陪同人簽署）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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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Declaration Form 
All attendees must submit a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before entering the venue. 

According to relevant department guidelines,  

those attendees who fail to submit the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venue. 

 

Contesta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emperature degree: __________） 

 

Compan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emperature degree: __________）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1. all personnel do not have and have not had in the past 14 days  

any of the following symptoms - fever, malaise, cough, sore throat,  

shortness of breath or other flu-like symptoms; 

2.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out of Hong Kong in the past 14 days and/or  

are und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3.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y person who have 

travelled outside Hong Kong and/or have been und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in the past 14 days; 

4.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y person who is a 

confirmed or preliminary positive case of COVID-19 infection in Hong Kong 

or overseas in the past 14 days. 

I confirm that the above message is true. 

Contestant:     Companion:  

Signature :  Signature :  

    

Name:     Name:     

    

Contact Tel#  Contact Tel#  

    

Date of contest:  Date of contest:  

 (Persons under 18 are signed by 

accompanying adult ) 

 (Persons under 18 are signed by 

accompanying adult )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