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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 

 The 5th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創新項目-報名表 Innovation -Application Form   1 

主辦機構：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Organizer: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創新項目-報名表  

Innovation -Application Form 

（只供非線上報名者填寫 Applicable for non-online applicant） 

A. 作品登記 Project Registration 

作品名稱 

Project 

Name 

(中文) 

*作品名稱不超過 20 字。Project name should not exceed 20 words. 

(English) 

*請以正楷填寫。Please 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作品形式 

Format 

自然科學類學術論文 

Research Thesis  

科技發明製作 Inventions 

 A 類(科技含量較高、製作投入較大)  

(Relatively higher technology level and larger scale) 

   B 類(為生產技術或社會生活帶來方便的小產品)  

(Relatively lower technology level and smaller scale) 

參賽類別 

(只選一項) 

Category 

(choose one 

only) 

生命科學（包括生物、農學、藥學、醫學、健康、衛生、食品等） 

Life sciences (including biology, agriculture, pharmacy, medicine, health, 

hygiene, food science, etc.)  

能源環境化工（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學、化工、生態、環保等） 

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cluding energy, materials, 

petroleum, chemistry, ec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 

資訊技術（包括電腦、電信、通訊、電子等）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computing, tele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s, etc.) 

數理/機械（包括數學、物理、地球與空間科學、機械、儀器儀錶、自動化控制、工

程、交通、建築等）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 Mechanics and Control Systems (including 

mathematics, physics,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mechanics, instrumentation, 

automation, engineering, transportation , building engineer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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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參賽者資料 Participants’ Information 

1. 隊長(負責人) Team Leader 

參賽者姓名：Name 

of participant: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請與閣下的香港身份證/中國身份證/香港特區回港證/護照相符。 

As it appears on your HK Identity Card/ China Identity Card/HKSAR Re-entry Permit/Passport. 

性 別 ： 

Gender : 

 男 M / 女 F 

*請圈出適用者。Please circle 

the applicable.  

電話(手提) ： 

Phone 

(Mobile) : 

                             

電郵地址 Email:                                                       

身份證明文件類形 ID Type : 

香港身份證         中國身份證           護照          香港特區回港證 

HK Identity Card        China Identity Card       Passport        HKSAR Re-entry Permit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ID No. :       首四個數字(First 4 digits) 

聯絡地址： 

Address: 
                                                                    

就讀院校： 

Institution: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系： 

Department: 
                                            

年    級： 

Year of study: 

               

入讀年份 Year of admission :                            

預計畢業年份 Expected graduation year :                             

學    歷： 

Education: 

文憑/高級文憑 diploma/ higher diploma  副學士 associate’s degree  學士 

bachelor’s degree 碩士研究生 master’s degree  博士研究生 doctoral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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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員(如有，最多 3 位，必須屬同一院校)  

Team member (Maximum 3, if any, and belongs to the same institution) 

參賽者姓名：

Name of 

participant: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請與閣下的香港身份證/中國身份證/香港特區回港證/護照相符。 

As it appears on your HK Identity Card/ China Identity Card/HKSAR Re-entry Permit/Passport. 

性 別： 

Gender: 

男 M / 女 F 

* 請 圈 出 適 用 者 。 Please 

circle the applicable. .  

電話(手提) ： 

Phone 

(Mobile) : 

                                

電郵地址 Email:                                                                 

身份證明文件類形 ID Type : 

香港身份證          中國身份證           護照          香港特區回港證 

HK Identity Card         China Identity Card       Passport        HKSAR Re-entry Permit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ID No. :       首四個數字(First 4 digits) 

就讀院校： 

Institution: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系： 

Department: 
                                           

年    級： 

Year of study: 

           

入讀年份 Year of admission :                            

預計畢業年份 Expected graduation year:                             

學    歷： 

Education: 

文憑/高級文憑 diploma/ higher diploma  副學士 associate’s degree  學士 

bachelor’s degree 碩士研究生 master’s degree  博士研究生 doctoral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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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員(如有，最多 3 位，必須屬同一院校)  

Team member (Maximum 3, if any, and belongs to the same institution) 

參賽者姓名：

Name of 

participant: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請與閣下的香港身份證/中國身份證/香港特區回港證/護照相符。 

As it appears on your HK Identity Card/ China Identity Card/HKSAR Re-entry Permit/Passport. 

性 別： 

Gender: 

男 M / 女 F  

* 請 圈 出 適 用 者 。 Please 

circle the applicable. . 

電話(手提) ： 

Phone (Mobile) : 
                               

電郵地址 Email:                                                       

身份證明文件類形 ID Type : 

香港身份證          中國身份證           護照          香港特區回港證 

HK Identity Card         China Identity Card       Passport        HKSAR Re-entry Permit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ID No. :     首四個數字(First 4 digits) 

聯絡地址： 

Address: 
                                                                    

就讀院校： 

Institution: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系： 

Department: 
                                               

年    級： 

Year of study : 

           

入讀年份 Year of admission :                            

預計畢業年份 Expected graduate in:                            

學    歷： 

Education: 

文憑/高級文憑 diploma/ higher diploma  副學士 associate’s degree  學士 

bachelor’s degree 碩士研究生 master’s degree  博士研究生 doctoral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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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Organizer: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4. 成員(如有，最多 3 位，必須屬同一院校) 

Team member (Maximum 3, if any, and belongs to the same institution) 

參賽者姓名：

Name of 

participant: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請與閣下的香港身份證/中國身份證/香港特區回港證/護照相符。 

As it appears on your HK Identity Card/ China Identity Card/HKSAR Re-entry Permit/Passport. 

性 別： 

Gender: 

男 M / 女 F 

* 請 圈 出 適 用 者 。

Please circle the 

applicable. 

電話(手提) ： 

Phone (Mobile) : 
                           

電郵地址 Email:                                                       

身份證明文件類形 ID Type : 

香港身份證          中國身份證           護照          香港特區回港證 

HK Identity Card         China Identity Card       Passport        HKSAR Re-entry Permit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ID No. :     首四個數字(First 4 digits) 

聯絡地址： 

Address: 
                                                                    

就讀院校： 

Institution: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系： 

Department: : 
                                         

年    級： 

Year of study : 
_______________  

入讀年份 Year of admission :                            

預計畢業年份 Expected graduation year:                            

學    歷： 

Education: 

文憑/高級文憑 diploma/ higher diploma  副學士 associate’s degree  學士 

bachelor’s degree 碩士研究生 master’s degree  博士研究生 doctoral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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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薦(如有) Recommendation (if any) 

推薦者姓名：（中文） 

Name:     (Chinese) 
                        (教授/博士/先生/女士) 

（英文） 

(English) 
                        (Prof./ Dr./ Mr./ Ms.) 

院校/機構： 

Institution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系： 

Department: 
                             

職    位： 

Position: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電郵地址： 

Email: 
                                                                      

聯絡地址： 

Address: 
                                                                  

推薦原因： 

Reasons for 

recommendation: 

                                                                 

                                                              

                                                              

                                                              

                                                              
 

（以上所有資料只用於本會活動及日後聯絡用途） 

(Information collected will be used for this contest and further contac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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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何得知是項比賽 How did you get to know this competition?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網站

Website of HKNGCA 

Facebook Instagram 

 院校推廣 School 

Promotion 

 朋友介紹 Friend’s 

recommendation 

其他（請註明）Others 

(Please state)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以 WhatsApp 接收本中心發放有關大賽訊息及資訊。 

       I agree to receive new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etition via WhatsApp. 

 

E. 報名方法 Application Method 

把填妥之報名表 

 電郵至 hkchallengeplus@newgen.org.hk（報名表文檔名稱為「創新_(作品名稱)」，

郵件標題請註明「報名第 5 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 

Email the Application Form (File name：“Innovation_(Project Name)”) to 

hkchallengeplus@newgen.org.hk with the subject as "Application – the 5th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郵寄至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第 3 期 12W 大樓 2 樓 251 室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創

新及創業中心；或 

Send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Unit 251, 2/F, 12W, Phase 3, Hong Kong Science 

Park, Shatin, N.T., Hong Kong (HKNGC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entre); 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