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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利是封設計比賽 
推動創意設計 宣揚傳統文化 

 
1. 比賽目的及主題 

由學孜教育主辦，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協辦的利是封設計比賽，旨在透過設
計比賽，鼓勵社會人士、青少年及兒童 
• 鼓勵青少年發揮創意，支持本地原創 
• 提升自信心並可對外展示才華 
• 增加對產品設計的認識及興趣 
• 宣揚中國傳統文化 
• 聯繫社會不同界別，建立互相交流的平台 
 
本年比賽主題贊助商為 Kidskiss Kingdom 親子主題餐廳。為配合教育局推動
STEM 教育的政策，今年利是封設計比賽在傳統以上新增 IT 元素。主辦機構
成功邀請了友聯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比賽入圍及得獎作品將可於互動數碼標
版中展示。 
 
入圍及得獎參賽者能透過贊助商指導下親自把利是封作品，利用最新 IT 軟
件，結合科技，展示大眾，並有機會於各場地的互動數碼牌上巡迴展覽。 

 
2. 參賽組別及資格 

幼兒組 – 6 歲或以下未就讀小學兒童 
小學組 – 香港全日制小學學生 
中學組 – 香港全日制小學學生 
公開組 – 任何 18 歲或以上人士 
社交平台專頁投票比賽 – 所有入圍參賽者 

 
3. 參賽及比賽規則 

i) 參賽者必須使用指定表格提交申請。 
ii) 參賽者需清楚填寫指定表格內各項的要求資料。如表格上填寫的資料不

清楚，可能會影響參賽者作品的評分。 
iii) 參賽作品之版權歸主辦機構所有。主辦機構擁有使用或修訂參賽或得獎

作品之一切權利，參賽 皆不得異議。 
iv) 主辦機構保留最終比賽之裁決權及其他一切權利，參賽 皆不得異議。 
v)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屬原創作品，如發現參賽作品屬剽竊／盜用／挪用別

人之創作或任何作品，主辦機構將取消有關的參賽資格，並保留一切追
究權利。 

 
4. 申請報名及參賽事宜 

比賽報名表格及詳情可於於以下途徑索取： 
(a) 學孜教育(北角) 香港北角渣苹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 605 室 
(b) 學孜教育(元朗) 新界元朗泰祥街 2-8 號大鴻輝(元朗)商業大廈 13D 
(c) Kidskiss Kingdom 沙田安群街 3 號京瑞廣場一期 1 樓 162 號舖 
(d) 於主辦機構網站 www.hoteduhk.com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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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賽設計主題 

幼兒組 – 樂在 Kidskiss 
小學組 – Kidskiss 鼠 
中學組 – 樂 Happy 
公開組 – 樂 Happy 
 

6. 參賽作品規格 
1. 作品必須為 90mm x 172 mm 的平面設計。形狀是長方形，橫直方向不限； 
2. 參賽者必須使用蠟筆、水彩、木顏色或電腦創作 (不可剪貼作品)； 
3. 作品可繪畫或以彩色打印在白紙或畫紙上； 
4. 如自行下載參加表格，請以完整 A4 白紙列印； 
5. 以電腦製作的作品須連同電腦圖檔  (JPEG 格式及 300 dpi 解像度  / 
Illustrator (AI 軟件)線條稿格式 / PSD 格式及 300 dpi 解像度) 提交 
 

7. 遞交參賽作品／項目 
參賽者須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6 時或之前將報名表格及參賽作品 

1. 郵寄至：  

學孜教育(北角) - 香港北角渣華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 605 室 

信封面請註明「2019 年利是封設計比賽」(以郵戳日期為準) 

2. 親身遞交至： 

學孜教育(北角) - 香港北角渣華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 605 室；或 

學孜教育(元朗) - 新界元朗泰祥街 2-8 號大鴻輝(元朗)商業大廈 13D 

3. 電郵至： 

info@hoteduhk.com，標題「2019 年利是封設計比賽(參賽者姓名)」 

所有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獲受理。 
 
8. 評審 

i) 評審委員包括： 
(a) 主辦機構代表 
(b) 比賽設計主題贊助商代表 
(c) 設計或藝術創作界別代表 

 
ii) 評審準則： 

(a) 切合主題及表達能力 
(b) 創意 
(c) 繪畫技巧及顏色運用 

 
iii) 評審程序如下： 

(a) 入圍 – 評判以參賽者的作品及創作意念之描述作入圍初選之用 
(b) 社交平台專頁投票比賽 - 公眾於社交平台投票決定優勝作品 
(c) 決賽 – 入圍作品將作最後評審，以決定冠亞季優勝作品 

 
9. 公布結果 

入圍作品名單將於 2019 年 10 月上載於主辦機構網站及社交平台專頁，並邀
請入圍者參加頒獎禮。冠亞季優勝作品、社交平台專頁投票優勝作品及最踴
躍參與學校獎將於頒獎禮當天現場公佈並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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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獎項 

組別 獎品 

公開組 
冠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獎金總值 800 元 
亞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獎金總值 500 元 
季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獎金總值 300 元 

中學組 
冠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書券總值 300 元 
亞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書券總值 200 元 
季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書券總值 100 元 

小學組 
冠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書券總值 300 元 
亞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書券總值 200 元 
季軍 (1 名) － 獎狀、禮品及書券總值 100 元 

幼兒組 優異獎 (5 名) － 獎狀、禮品及書券總值 100 元 

社交平台專
頁投票比賽 

最多 Like 獎 (1 名) －獎狀及禮品總值 300 元 

另設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得獎及入圍作品有機會於各學校、港鐵站、藝林及 Power A Space 等地方展
出，供市民大眾參觀 
 

11. 比賽查詢 
網站：www.hoteduhk.com 
電郵：info@hoteduhk.com 
電話：2487 6200 / 6082 7901 

 
12. 個人資料 

參賽者之個人資料將會保密，參賽者須同意主辦機構有權把報名表所載個人
資料及有關附件印發給主辦機構的工作人員，作評審及推廣或宣傳之用。 

 
13. 其他事項 

在任何情況下，參賽者須確保主辦機構不會因收取、審閱、持有、處理、展
示或貯存有關之參賽作品涉及版權的資料而違反《知識產權(雜項條例)》或
其他相關條例。倘主辦機構因參賽者未能遵守規定而觸犯任何相關的知識產
權條例，參賽者或須面對索償或賠償，一切與主辦機構無關，參賽者須完全
補償主辦機構因而招致的任何損失。 

 

 

http://www.hoteduhk.com/
mailto:info@hoteduhk.com


 
 

 

電話: 2487 6200   網址: www.hoteduhk.com   電郵: info@hoteduhk.com 

地址: 北角渣華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 605 室 

2019 年利是封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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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甲.  參賽申請者資料 

參賽者資料 

參賽組別 

( 幼兒組 / 小學組 / 中學組 / 公開組 ) 

中文姓名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銜*) 

英文姓名 (Miss/Ms/Mr/other title*) 

身份證號碼 (英文字母及頭 3 位數字) 

地址 

 

監護人姓名 (如適用) 

與參賽者關係  (如適用)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學校資料 (如適用) 

學校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創作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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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聲明 

1) 本人已詳閱及清楚明白和了解有關參賽規則及要求。 
2) 本人特此聲明及保證，申請表及附件的所有資料全部屬實。 
3) 本人特此聲明申請表所載之參賽作品屬本人原創。 
4)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不會因陳列或評審本人/本團體的參賽作品而承擔任何法

律責任，並承諾如因本人/本團體的參賽作品而引致法律訴訟，將承擔一切損
失及法律責任。 

5) 本人願意交出參賽作品的版權，以供主辦單位使用或修訂。 
 
參賽者簽署： 
 

 
 
             ___      _____ 
姓名： 
日期：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申請人於報名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只會用作處理 2019 年利是封設

計比賽，以及相關推廣及宣傳等事宜。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查

詢及更改其個人資料。申請人如欲查詢及更改其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學孜教育

有限公司提出，地址為香港北角渣華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 605 室。 

 

註： 

一、 參賽者須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6 時或之前將報名表格及參賽作品 

4. 郵寄至：  

 學孜教育(北角) - 香港北角渣華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 605 室 

 信封面請註明「2019 年利是封設計比賽」(以郵戳日期為準) 

5. 親身遞交至： 

 學孜教育(北角) - 香港北角渣華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 605 室；或 

 學孜教育(元朗) - 新界元朗泰祥街2-8號大鴻輝(元朗)商業大廈13D 

6. 電郵至： 

 info@hoteduhk.com，標題「2019 年利是封設計比賽(參賽者姓名)」 

所有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獲受理。 
二、 參賽作品規格 

1. 作品必須為 90mm x 172mm 的平面設計。形狀是長方形，橫直方向不限； 

2. 參賽者必須使用蠟筆、水彩、木顏色或電腦創作 (不可剪貼作品)； 

3. 作品可繪畫或以彩色打印在白紙或畫紙上； 

4. 如自行下載參加表格，請以完整 A4 白紙列印； 

5. 以電腦製作的作品須連同電腦圖檔 (JPEG 格式及 300 dpi 解像度 / 

Illustrator (AI 軟件)線條稿格式 / PSD 格式及 300 dpi 解像度)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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