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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C 文件  04／ 20   

          （ 2020 年 1 0 月 30 日討論）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  

「第八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有關第八屆全港運動會（港運會）籌備

委員會（籌委會）的成立及其工作進展。  

 

 

背景   

 

2 .   為了有效推行第八屆港運會的活動，第八屆港運會籌委會已

於本年 5 月成立，並於 5 月 20 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在其轄

下成立一個常務委員會（常委會），協助執行港運會各項具體的籌

組工作。有關第八屆港運會的組織架構及籌委會和常委會的成員名

單，請參閱附件一。  

 

3 .   籌委會及常委會已分别於本年 5 月及 6 月舉行會議，並就第

八屆港運會制訂了整體活動計劃内容，包括港運會的定位及目標、

比賽項目、比賽日期及場地、殘疾人士體育比賽、示範項目、競賽

規程、地區代表隊賽前訓練及教練聘用安排、地區代表團成員、指

定服務機構、港運會吉祥物、宣傳及社區參與活動計劃、贊助計劃

及贊助商邀請名單。有關活動計劃的重點載列於附件二。  

 

第八屆港運會的舉行日期  

 

4.  第八屆港運會原定於 2020 及 2021 年舉行，18 區區議會由本年

9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間，陸續在其分區進行運動員選拔賽，選拔符合

港運會參賽資格的居民，代表地區參加由 2021 年 4 月至 5 月舉行的區

際體育比賽。大會亦會同步推出一連串的社區參與及宣傳活動，讓全

港市民廣泛認識和參與港運會。  

 

5.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反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需要推行相應的疫情防控措施，暫停開放部分康體設施及停辦康

樂體育活動及比賽，以減少社交接觸及減低新型冠狀病毒病在社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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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風險，因此， 18 分區原定由本年 9 月起在其分區進行的運動員選

拔賽至今仍未能順利開展。此外，由於舉辦運動員選拔賽耗時，約需

時 6 個月，並需要配合場地設施的供應和相關體育總會提供全面支援

及裁判服務的能力，而運動員在參加地區選拔賽前，亦需要有充足的

時間在剛重開的康體設施進行訓練。再者，短期内疫情可能仍然反覆，

因應上述各種不確定因素，預計各區運動員選拔賽未能如期於明年 2

月前完成。  

 

6.  為保障市民健康及確保能夠舉辦一個安全而具水準的港運會，

籌委會決定將第八屆港運會順延一年於 2021 至 2022 年舉行。為配合

有關的改動，原定於今年開展的運動員選拔賽將順延至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1 月舉行，而區際體育比賽則順延至 2022 年 3 月展開。有關

安排可以讓 18 區區議會及各協辦單位有更充裕的時間籌辦地區運動

員選拔賽、區際體育比賽及各項社區參與活動。在情況許可下，亦可

容許觀眾欣賞比賽。有關更新後的活動推行時間表載列於附件三。  

 

7.  儘管第八屆港運會需要延期一年舉行，籌委會已計劃推出更多

宣傳及推廣活動，以廣泛宣傳港運會。有關已推行的活動及未來的工

作計劃詳情見下文。  

 

 

已推行的活動  

 

(a)   第八屆港運會開展活動  

 

第八屆港運會開展活動已於本年 6 月 26 日以新聞發布會形式在

九龍公園體育館順利舉行，並透過港運會專題網頁及 YouTube

頻道直播發布會的情況。當日除公布第八屆港運會的整體活動

安排外，亦啟動了「港運會吉祥物投票活動」。  

 

(b)   港運會吉祥物投票活動  

 

「港運會吉祥物投票活動」已於本年 7 月 31 日圓滿結束，共有

3 141 名市民在港運會專題網頁投票選出自己最喜愛及最能代表

港運會的吉祥物。「啦啦仔」在三款吉祥物設計中脫穎而出，

成為港運會吉祥物。有關投票結果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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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  投票數字  

啦啦仔  1 950 

港運猴  444 

港運小精靈  747 

合共  3 141 

 

投票結果已於港運會專題網頁上公布。為加強宣傳效果，秘書

處將會為「啦啦仔」製作 8 個不同主題的故事，包括誕生篇、

抗疫篇、集氣篇、選拔篇、備戰篇、宣傳篇、打氣篇及歡呼篇，

分階段在港運會專題網頁推廣及宣傳「啦啦仔」，以加深市民

對「啦啦仔」及港運會的認識。  

 

 

未來的工作計劃  

 

(a)   人人起勁活力操  

為推廣「普及體育」，秘書處將進一步優化港運會活力操，邀

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以港運會主題曲為背景音樂，設計三套

適合不同群組及體能人士參與的「人人起勁活力操」，包括「親

子篇」、「普及篇」及「型格篇」，並會邀請各體育大使及精

英運動員聯同「啦啦仔」參與製作活力操宣傳短片。有關「人

人起勁活力操」宣傳策略見附件四。  

 

(b)   宣傳計劃  

因應第八屆港運會順延一年舉行，秘書處已重新整理及按計劃

積極跟進各項宣傳計劃，有關更新的宣傳計劃見附件五。此外，

隨著疫情的持續，市民均感到身心疲累，重建身心靈的健康尤

為重要。秘書處將會積極研究透過港運會專題網頁及社交媒體

平台，向全港市民發放運動與健康的信息。  

 

(c)   訂製大會制服  

秘書處已按常委會通過的各款運動制服進行採購程序，包括長

袖運動外套、長褲和短袖反領襯衣。預計可於本年年底前將大

會制服送往康文署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d)   贊助事宜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馬會）繼上屆提供現金贊助 702 萬

元後，今屆的贊助金額增至 824 萬元，作為籌辦指定活動的經

費，再次成為港運會的主要貢獻機構及其中四項活動的冠名贊

助，包括活力跑、籃球、五人足球和游泳比賽。為感謝馬會對

港運會的支持，秘書處將會在相關活動作出鳴謝，並會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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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的長袖外套、短袖襯衣及活力跑的運動襯衣當眼處，印上

馬會的徽號。此外，秘書處稍後會按早前籌委會通過的名單，

發信邀請贊助商為第八屆港運會提供贊助。  

 

 

文件提交  

 

8.  請委員備悉第八屆港運會籌委會的工作進展。  

 

 

******** 

 

 

第八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秘書處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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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八屆全港運動會組織架構  

 

 

名譽贊助人：  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名譽會長：  立法會議員（待定）                      

功能界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立法會議員（待定）                      

功能界別  –  區議會（第一）  

 霍震霆先生，GBS, JP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  

會長：  徐英偉先生，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  

顧問：  謝凌潔貞女士， JP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副會長：  劉明光先生， JP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楊德強先生， JP 

體育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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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會   

主席：  葉永成先生，SBS, MH, JP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  容樹恒教授， JP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李碧茜女士， JP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康樂事務）  

策劃顧問：  湯徫掄先生，BBS, MH, JP 

委員：  

（排名不分先後）   

鄭家豪先生，MH, JP 

體育委員會委員  

 陳毅宇先生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  

 李致和先生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  

 黃寶基先生，MH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代表  

 梁晃維先生  

中西區區議會代表  

 李予信先生  

東區區議會代表  

 陳鈺琳女士  

灣仔區議會代表  

 李煒林先生  

觀塘區議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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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珈汶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代表  

 黃永傑先生  

九龍城區議會代表  

 吳美女士  

深水埗區議會代表  

 賀卓軒先生  

油尖旺區議會代表  

 陳惠達先生  

北區區議會代表  

 黎銘澤先生  

西貢區議會代表  

 黃文萱女士  

沙田區議會代表  

 連桷璋先生  

大埔區議會代表  

 黃文漢先生  

離島區議會代表  

 唐皓文先生  

葵青區議會代表  

 賴文輝先生  

荃灣區議會代表  

 黃丹晴先生  

屯門區議會代表  

 方浩軒先生  

元朗區議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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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世模博士， JP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代表  

 周日光先生  

香港羽毛球總會代表  

 朱春生先生  

香港籃球總會代表  

 袁文川先生  

香港足球總會代表  

 趙展鴻先生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代表  

 劉普榮先生  

香港乒乓總會代表  

 梁思賢女士  

香港網球總會代表  

 張治威先生  

香港排球總會代表  

 馮秀娟女士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代表  

 陸子聰博士                                 

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代表  

 陳志雄先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代表  

 鄧漢昇先生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代表  

 雷雄德博士                                

媒體及公關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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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青雲先生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康樂及體育）  

 孔得泉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康樂事務）  

秘書長：  李嘉美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總康樂事務經理（大型活動）  

 

常務委員會  

 

主席：  葉永成先生，SBS, MH, JP 

第八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  容樹恒教授， JP 

第八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副主席  

委員：  

（排名不分先後）  

孔得泉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康樂事務）  

 黃寶基先生，MH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代表  

 李予信先生  

港島區議會代表  

 李煒林先生  

九龍東區議會代表  

 吳美女士  

九龍西區議會代表  

 陳惠達先生  

新界東區議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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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浩軒先生  

新界西區議會代表  

 陳志雄先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代表  

 鄧漢昇先生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代表  

 雷雄德博士  

媒體及公關界代表  

秘書長：  李嘉美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總康樂事務經理（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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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八屆全港運動會  

活動計劃的重點  

 

項目  活動計劃重點  

定位及  

目標  

  在社區推廣「普及體育」的文化  

  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促進 18 區之間的溝通和體

育交流、加強市民對所屬地區的歸屬感及凝聚力   

比賽項目    田徑、羽毛球、籃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網球及

排球八個比賽項目  

比賽日期  

及場地  

  區際體育比賽由 2021 年 4 月 25 日（開幕禮 )至 5 月 30 日

（閉幕禮）期間舉行  

  賽事將安排在平日晚上、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在不同

地域及盡量於鄰近港鐵站沿線的場地舉行，亦會盡量避免

與相關體育總會的大型賽事同日舉行  

  章程及參賽者須知內清楚列明賽事的後補日期  

  安排八個體育項目的決賽於「決賽雙周」內舉行，並將田

徑及游泳賽事分開兩個周末舉行  

殘疾人士

體育比賽  

  除繼續舉辦「輪椅籃球比賽」及「智障人士游泳比賽」外，

新增硬地滾球及智障人士乒乓球比賽  

示範項目    新增「女子五人足球」及「三人籃球」示範項目  

競賽規程  (a) 運動員名額  

 每名田徑項目運動員最多可獲提名參加兩項賽事，並增加
三級跳項目  

 增加年青球員於籃球、五人足球和排球隊際項目的人數。
如球隊的報名人數在 10 人或以下，必須包括兩名 21 歲或

以下的年青球員；如報名人數超過 10 人則須包括三名 21

歲或以下的年青球員，但大會不會限制年青球員的出場安

排  

 五人足球比賽的名額增加至每隊 5 至 20 人  

  乒乓球團體賽增設雙打項目，即 4 場單打及一場雙打，每

隊球員名額亦增加至 6 至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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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活動計劃重點  

 (b) 比賽制度及賽規  

  維持種籽制為羽毛球、乒乓球及網球的個人及團體項目和

籃球、五人足球及排球的分組初賽編排對賽  

  保留第五至八名的排名賽  

  進入八強賽事的運動員／隊伍，如因傷病或出席大型國際

賽事而需要缺席比賽，並可提供由認可醫生及體育總會簽

署的相關證明文件，可保留其名次和積分  

  因應個別比賽項目成立不同的上訴委員會  

(c) 運動員參賽資格  

  放寬運動員的參賽資格，由過往限制近 3 年曾經代表香

港參加指定高水平國際體育比賽的運動員不可參加港運

會比賽的年期縮減為兩年  

  運動員在截止報名後才獲相關體育總會提名參加國際體

育比賽，仍可繼續參加比賽  

  容許每隊最多提名兩名現役職業足球運動員參加五人足

球比賽  

  參賽運動員只能代表其居住地區所屬的區議會參賽  

(d) 運動員選拔  

  各區議會透過統一的選拔機制，選拔符合參賽資格的運動

員代表地區參賽  

  按運動員提交的個人認可比賽成績證明選拔田徑及游泳

項目的運動員  

  各區會為羽毛球、籃球、五人足球、乒乓球、網球及排球

項目舉辦選拔賽以選拔運動員／隊伍代表地區參賽  

  如籃球、五人足球及排球的提名參賽名額未滿，地區可因

應情況，從選拔賽亞軍球隊中揀選合適的球員；或舉辦個

人技術選拔賽，以填補餘額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發展，運動員選拔期推遲至

2020 年 9 月開始，延至 2021 年 2 月中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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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代表

隊賽前訓

練及教練

聘用安排  

  為八個體育比賽的地區隊分别提供最多 24 小時的賽事訓

練  

  彈性處理預留作賽前訓練的場地安排  

  籃球、五人足球及排球項目增加一名助教  

地區代表

團成員  

  包括職員、運動員及啦啦隊成員  

職員：最多人數為 30 名  

運動員：最多人數為 324 人  

啦啦隊：最多包括導師一名及啦啦隊隊員 50 名  

 每位成員只可代表一個分區及擔任一個職位  

指定服務  

機構  

  邀請相關的體育總會、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奥林匹克委員

會、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及香港中文大學運動醫學團隊會

為大會提供相關體育比賽項目／活動的專業意見及服務  

港運會  

吉祥物  

  為港運會設計吉祥物，並會安排吉祥物出席港運會區際比

賽、大型的社區參與活動及其他地區宣傳活動  

  舉辦港運會吉祥物投票活動，票數最高的一組設計將正式

成為港運會吉祥物  

宣傳及社

區參與活

動計劃  

  透過不同途徑及宣傳平台廣泛宣傳港運會  

  繼續以「全港運動  全城躍動」為港運會宣傳口號  

  邀請八個體育比賽及殘疾人士體育比賽項目的相關體育

總會提名精英運動員擔任體育大使  

  繼續舉辦下列受歡迎的活動：  

「奧夢•邊種運動我至 Fit」  

「港運會 8 分鐘心連心活力跑」  

「港運會齊齊玩」  

「全城躍動活力跑」 (加設親子障礙賽 ) 

「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即晚在港運會專題網頁公布啦啦隊大賽比賽成績，並會邀

請各得奬隊伍於開幕及閉幕典禮中作示範表演  

  邀請各體育大使及精英運動員製作宣傳短片，以及出席港

運會各項體育比賽的決賽，為運動員打氣  

  透過香港電台安排網上直播各項體育比賽的決賽及在港

台電視 32 台直播 4 個體育比賽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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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區層面舉辦更多推廣港運會的活動，以及在比賽場地

安排大型 3D 模型  

  透過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加強於中學及小學層面宣傳及推

廣港運會  

  於 2020 年 6 月 26 日舉行開展活動，公布港運會的整體安

排及推出第一輪與地區運動員選拔相關的宣傳工作  

贊助計劃

及贊助商

邀請名單  

  分為大會贊助及地區贊助兩個層面，大會贊助分五個級

別，包括主要貢獻機構、鑽石贊助／指定供應商、金贊助、

獎品贊助及紀念特刊廣告贊助  

  主要貢獻機構的最低贊助金額提升至 $700 萬元，其餘級

別的贊助金額與上屆相同  

  由 2020 年 7 月起發信邀請贊助商贊助第八屆港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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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第八屆全港運動會  

更新活動推行時間表  

 

項目 活動 
原訂舉行日期 

(2020-2021年度) 

更新的舉行日期 

(2021-2022年度) 

1 新聞發布會* 2020年 6月 26日* 不適用 

2 港運會吉祥物投票活動* 
2020年 6月 26日至 

7月 31日* 
不適用 

3 地區運動員選拔賽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2月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1月 

4 

星級教室：精英運動員示

範及交流活動、體育講座 

 

奧夢邊種運動我至 Fit 

2020年 10月至 12月 2021年 7月至 10月 

5 
港運會 8分鐘心連心 

活力跑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5月 2021年 9 月至 2022年 5月 

6 18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2021年 1月 10日 (星期日) 2022年 2月 20日 (星期日) 

7 活力動感攝影比賽 2021年 1月 10日至 5月 30日 2022年 2月 20日至 5月 29日 

8 全城躍動活力跑 2021年 3月 7日 (星期日) 2022年 3月 6日 (星期日) 

9 投票和競猜活動 2021年 3月 7日至 5月 9日 2022年 3月 6日至 5月 8日 

10 區際體育比賽 2021年 3月中至 5月 23日 2022年 3月中至 5月 22日 

11 開幕典禮 2021年 4月 25日 (星期日) 2022年 4月 24日 (星期日)  

12 決賽雙周 

第一周： 

2021年 5月 15及 16日 

第二周： 

2021年 5月 22及 23日 

第一周： 

2022年 5月 14及 15日 

第二周： 

2022年 5月 21及 22日 

13 閉幕暨綜合頒獎典禮 2021年 5月 30日 (星期日) 2022年 5月 29日 (星期日) 

*活動已經完成 



附件四  

 

第八屆全港運動會  

「人人起勁活力操」宣傳策略  

 

項目  工作安排  預計工作完成日期  

1. 與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總會）商討，

設計三套適合不同群組及體能人士參

與的「人人起勁活力操」，包括「親子

篇」、「普及篇」及「型格篇」的對象及

內容  

2020 年 8 月底  

2. 總會編排三套「人人起勁活力操」的動

作及進行排練  

2020 年 10 月底  

3. 邀請體育大使及精英運動員聯同「啦啦

仔」進行拍攝  

2020 年 11 月中  

4. 完成宣傳短片的後期製作  2020 年 12 月中  

5. 上載到港運會專題網頁、社交媒體平台

及在康文署轄下康樂場地播放，以及派

發光碟予全港中、小學  

2020 年 12 月底  

 

 



附件五  

第八屆全港運動會  

更新的宣傳計劃  

 

宣傳事項  推出日期  

1.  通報港運會延期消息  

 

發放新聞稿，透過康文署網頁、港運會網頁及社交

媒體平台，通報第八屆港運會延期消息  

 

 

7/10/2020 

2.  宣傳港運會吉祥物「啦啦仔」  

 

i)  發放新聞稿，透過康文署網頁、港運會網頁及

社交媒體平台，公布「我最喜愛港運會吉祥物」

投票結果  

 

 

19/10/2020 

ii)  於港運會網頁簡介「啦啦仔」的性格、特徵及

抱負  

10/2020 

iii)  製作 8 個不同主題的故事，分階段在港運會網

頁推出  

10/2020 起  

iv)  設計通訊軟件貼圖（Whatsapp Stickers），分階

段供市民下戴使用  

11/2020 起  

v)  為「啦啦仔」設計各項宣傳物品及紀念品，以

及安排「啦啦仔」參與製作宣傳短片   

11/2020 起  

vi)  在康文署主辦的「香港花卉展覽 2021」中，以

「啦啦仔」為主題設置花圃  

3/2021 

 

vii)  安排「啦啦仔」出席港運會的各項比賽及大型

社區參與活動  

7/2021-5/2022 

3.  製作「人人起勁活力操」短片  

 

i)  邀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以港運會主題曲為背

景音樂，設計三套適合不同群組及體能人士參

與的「人人起勁活力操」，包括「親子篇」、「普

及篇」及「型格篇」，並邀請各體育大使及精英

運動員聯同「啦啦仔」參與製作活力操宣傳短片  

 

 

9-12/2020 

ii)  派發「人人起勁活力操」光碟予全港中、小學  12/2020 

iii)  於康文署網頁及電子雜誌、港運會網頁及社交

媒體平台宣傳及建立連結  

12/2020 起  



宣傳事項  推出日期  

iv)  於康文署各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康樂場地及民

政事務總署轄下社區會堂的電視屏幕播放  

12/2020 起  

v)  鼓勵港運會體育大使、精英運動員、區議員等自

發於社交平台如 Instagram、Facebook 分享連結  

12/2020 起  

4.  宣傳港運會   

A. 互聯網  

i)  透過康文署網頁及「康文署電子雜誌」的「精彩

節目」宣傳港運會  

 

4/2021 起  

ii)  超連結港運會網頁至政府及相關機構的網頁，

包括：  

- 香港政府一站通  

- 民政事務局  

- 政府新聞網  

- 教育局  

- 1823 Online 

- 政府青少年網站  

- 港協暨奧委會  

- 10 個協辦體育總會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  

-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 香港教育城  

4/2021 起  

 

B. 社交媒體平台   

i)  在「Sportsoho」專題網頁、Facebook 及 Youtube

宣傳港運會  

4/2021 起  

ii)  透過民政事務局 Facebook 及 Youtube 平台，分

享港運會宣傳短片  

4/2021 起  

iii)  鼓勵港運會體育大使、精英運動員、區議員等自

發於社交平台如 Instagram、Facebook 分享港運

會消息  

4/2021 起  

 

 

 

 



 C. 報章（新聞稿／廣告）  

i)  定期向報章發放新聞稿  

 

4/2021 起  

ii)  刊登特約專輯  6/2021 起  

iii)  定期在報章「康體繽紛」專欄內報導  6/2021 起  

iv)  刊登報章廣告（宣傳海報）  6/2021 起  

D. 電台及電視節目  

i)  提供港運會資訊予無線電視翡翠台《體育新

世界》  

ii)  提供港運會資訊予香港電台《日常 8 點半》、

《體壇無極限》等，以及電台節目《體壇動

靜 430》、《十項全能》、《動感天地》等  

 

4/2021 起  

 

4/2021 起  

E. 宣傳聲帶  

製作宣傳聲帶於全港電台的政府宣傳時段播放  

- 30 秒宣傳聲帶（運動員甄選）  

- 30 秒宣傳聲帶（主題）  

 

 

4/2021-1/2022 

2-5/2022 

F. 宣傳短片  

製作不同宣傳短片於下列媒介播放：  

 

i)  電視台  

於全港電視台政府宣傳時段播放：  

- 30 秒宣傳短片（運動員甄選）  

- 30 秒宣傳短片（主題）  

 

 

4/2021-1/2022 

2-5/2022 

ii)  港鐵車廂  

透過有線新聞速遞於港鐵東鐵綫、西鐵綫、

屯馬綫一期、南港島綫及觀塘綫車廂電視屏

幕播放：  

- 35 秒宣傳短片（運動員甄選）  

- 35 秒宣傳短片（主題）  

 

 

 

 

4/2021-1/2022 

2-5/2022 

iii)  於康文署各區康樂場地（包括維多利亞公園

及市政局百週年紀念公園的大型電視屏幕）

播放：  

- 35 秒宣傳短片（運動員甄選）  

- 港運會體育大使及精英運動員打氣片段  

- 35 秒宣傳短片（主題）  

 

 

 

4/2021-1/2022 

4/2021 起  

2-5/2022 



iv)  於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社區會堂的電視屏幕播

放：  

- 35 秒宣傳短片（運動員甄選）  

- 港運會體育大使及精英運動員打氣片段  

- 35 秒宣傳短片（主題）  

 

 

4/2021-1/2022 

4/2021 起  

2-5/2022 

v) 於互聯網（包括康文署網頁、港運會網頁、

政 府 新 聞 處 及 民 政 事 務 局 Facebook 及

YouTube 頻道）播放：  

- 35 秒宣傳短片（運動員甄選）  

- 港運會體育大使及精英運動員打氣片段  

- 35 秒宣傳短片（主題）  

 

 

 

4/2021 起  

4/2021 起  

2/2022 起  

G. 刊登廣告  

i) 在全港的存放郵件箱刊登廣告（約 70 個）  

- 運動員甄選  

 

 

8-10/2021 

ii) 在電車、巴士車身刊登廣告（約 30 輛）  

- 運動員甄選  

- 主題  

 

8-10/2021 

2-5/2022 

iii)  於港鐵車廂及車站燈箱刊登廣告  2-5/2022 

iv)  於行車隧道出入口刊登廣告  2-5/2022 

H. 製作座地宣傳板／易拉架／進行攤位活動   

i) 在康文署各康樂事務辦事處及全港體育館展

示座地宣傳板  

4/2021 起  

ii) 提供港運會宣傳易拉架予各區舉辦活動時擺

放  

4/2021 起  

iii)  在大型活動中擺放易拉架  4/2021 起  

iv)  與港協暨奥委會合作，於其舉辦的活動，如

「奥運日」設置攤位  

6/2021 起  

I. 宣傳海報及印刷品  

i)  於康文署各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轄下場地、

18 區區議會、各區民政事務處、社區會堂、

港協暨奧委會、10 個協辦體育總會、各大專

院校及全港中、小學，以及政府新聞處管理

的行人天橋及隧道告示板 /箱、公共屋邨、商

場、巴士站及政府大樓等的吿示箱張貼宣傳

海報  

 

 

4/2021 起  

 

 



ii) 在康文署每月出版的「社區康樂體育活動」小

冊子刊登封面、內頁廣告及／或活動資料  

4/2021 起  

 

iii)  在地區每月「康體活動一覽表」及地區活動

宣傳資料加入港運會宣傳標語  

4/2021 起  

iv)  在公用機構帳單，如水費帳單夾附港運會宣

傳單張（共約 260 萬戶）  

 

7-10/2021 

J. 懸掛宣傳橫額  

i)  在康文署轄下場地外牆懸掛大型宣傳橫額

（共 18 幅）  

- 運動員甄選  

- 主題  

 

 

 

4/2021-1/2022 

2-5/2022 

ii)  在康文署轄下主要場地懸掛 15 呎 x 3 呎宣傳

橫額（每區 5 條，共 90 條）  

- 運動員甄選  

- 主題  

 

 

4/2021-1/2022 

2-5/2022 

iii)  在 18 區主要街道懸掛燈柱旗（每區 150 對） 

 

2-5/2022 

K. 香港花卉展覽  

在康文署主辦的「香港花卉展覽 2022」中設置大型

花圃  

 

 

3/2022 

L. 在學校推廣港運會  

透過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的協作，向全港學校介

紹及推廣港運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港運會活動  

 

 

8/2021 起  

 

M. 製作紀念品及紀念特刊  

i)  製作一系列紀念品，透過各項活動派發給市民

及參加者  

 

ii)  製作紀念特刊，贈予各參與單位、協辦及贊助

機構  

 

4/2021 起  

 

 

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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