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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支持機構: 

網龍&商務印書館呈獻:《三國傳真》AR大賽  
報名表格 

參考編號   Ref. No.:  (由大會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學校資料 School Information 

學校名稱（中文全名） 
School Full Name (Chinese) 

 

學校名稱（英文全名） 
School Full Name (English) 

 

學校地址 School Address 
(*用以寄送書籍及報價單) 

 

學校電話 School Tel.  

學校傳真 School Fax  

 

負責老師資料 Teacher-in-charge Information  

負責老師稱謂 
Teacher Salutation 

博士  / 先生 / 女士 / 太太 / 小姐 (中文)* 
Dr.  / Mr. /  Ms. /  Mrs.  / Miss (English)* 

負責老師中文全名  
Teacher name 
(Chinese) 

 

負責老師英文全名  
Teacher name (English) 

 

負責老師Whatsapp手提
電話 
Teacher Mobile for 
Whatsapp 

 

負責老師電郵地址 
Teacher Email Address 

 

*請刪除不適用的項目。Please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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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伍資料 Team information 

 中文全名 
Full Name 
 (in Chinese) 

英文全名 
Full Name 
 (in English) 

就讀班別 
Class 

性別 
Sex 
(M/F) 

*組長 
Group Leader 

    

*組員 1  
First Groupmate 

    

組員 2  
Second Groupmate 

    

組員 3  
Third Groupmate 

    

組員 4  
Forth Groupmate 

    

*必須填寫，每組需由 2 至 4位學生組成。Must fill in, each team should consist of at least two or at most four students.  

作品概念之文字描述 Text description of the proposed idea  
(不多於 150字 with no more than 15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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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套裝資料 Participating packages information 
請以 “✔” 選取一個參賽套餐 Please indicate your participating package by a “✔”  

套裝  
Participating package 

價錢  
Price 

請選一項  
Please pick one 

AR套裝一 
● 參賽報名費 
● 3套陳萬雄博士著作《三國傳真》 
● 30個一年版 101AR教育創客軟件帳號 
● 簡單自學影片 

$7,900  

AR套裝二 
● 參賽報名費 
● 3套陳萬雄博士著作《三國傳真》 
● 30個一年版 101AR教育創客軟件帳號 
● 101AR兩小時基礎培訓課程 

$9,900  

AR套裝三 
● 參賽報名費 
● 5套陳萬雄博士著作《三國傳真》 
● 120個一年版 101AR教育創客軟件帳號 
● 101AR兩小時基礎培訓課程 

$16,900  

ARVR套裝一 
● 參賽報名費 
● 3套陳萬雄博士著作《三國傳真》 
● 30個一年版 101AR及 15個 VR創想+教育創客軟

件帳號 
● 簡單自學影片 

$12,900  

ARVR套裝二 
● 參賽報名費 
● 3套陳萬雄博士著作《三國傳真》 
● 30個一年版 101AR及 15個 VR創想+教育創客軟

件帳號 
● 101AR兩小時培訓課程 
● VR創想+ 兩小時基礎培訓課程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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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R套裝三 
● 參賽報名費 
● 5套陳萬雄博士著作《三國傳真》 
● 120個一年版 101AR及 120個 VR創想+教育創客

軟件帳號 
● 101AR兩小時培訓課程 
● VR創想+ 兩小時基礎培訓課程 

$42,700  

 

個人資料（私隱）收集聲明 

● 參加者於參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主辦機構於是次活動用作處理報名參賽的用
途。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22 條及附表 1 的第 6 原則，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
更正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 主辦機構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安
全性。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或會被透過電話／郵寄／電子郵件，用

作聯絡通訊、推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之用途。若你希望停止接收本會上述
各項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及電話號碼，電郵予秘書處 (enquiry@nd.com.hk) 以安排相

關刪除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 6996 5394與網龍聯絡。  

比賽條款及細則 

●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以及未曾參與過其他公開比賽。作品一經遞交，表示參加者保證
作品並無包含任何第三方之版權內容，及沒有侵害他人的知識產權。作品亦不能包含淫
褻、色情、暴力、不雅及不合法內容，如參賽作品有違賽規，主辦機構有權不作事先通知
下取消其參加及得獎資格。 

● 參賽作品之版權屬於參賽隊伍所有，並將有機會在其他相關活動中展出。 
●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刊登得獎者的名單及有關參賽照片、公開作品作宣傳用途。 
● 參賽者須同意接受主辦及協辦機構安排之任何形式的採訪或宣傳活動而不得異議。 
●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更改、取消活動內容及細則，而毋須作另行通知。 
●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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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Declaration 

 
*所有項目必須填寫。 ALL fields are required. 

 

本人(指導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已閱讀及清楚明白主辦機構公佈的比賽規則、備
註及注意事項、個人資料（私隱）收集聲明和所有條款，並同意遵守。 

  

I (Name of teacher)*_____________________, have read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rules, 
remarks and notes,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as well as condi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as set forth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m. 

指導老師簽署 及學校印鑑 
Signature of teacher in-charge & School stamp 

日期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