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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2 比賽章程 
  
比賽目的： 
透過繪畫比賽提供香港小朋友一個展示藝術才華的平台，發揮藝術創意，並於創作的過程中，感受藝術
帶來的樂趣，同時通過比賽加強自信及努力學習的決心。 
 
主題： 
參賽者可就以下 3 個主題提交作品。 
(可參加多於一個主題，每個主題最多提交 1 份作品) 

I. 冬 
II. 神奇房子 
III. 寵物 

 
參賽組別： 

 幼苗組 (2018 年或以後出生) 
 幼兒組 (2017 年出生) 
 幼童組 (2016 年出生) 
 兒童組 (2014 年-2015 年出生) 
 少兒組 (2012 年-2013 年出生) 
 少年組 (2010 年-2011 年出生) 
 青少年組 (2007 年-2009 年出生) 

 
名額： 
每組別每個主題最多只接納 250 份作品。(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可先報名後提交作品) 
 
作品要求： 
 可以使用任何繪畫工具、材料來創作，作品須以平面方式創作，橫直不限，不接受電腦繪圖。 
 紙張 : 一般畫紙 
 尺寸 : 不少於 A4 (297 x 210mm)及不大於 A3 (420 x 297mm) 

 
評審準則： 
大會評判將考慮作品下列各方面的表現作出評分： 

 主題表達 (20%) 
 構圖 (20%) 
 創意 (30%) 
 技巧運用 (30%) 

 
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23年 1月 13日(星期五) (以郵戳所示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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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榮譽： 
[個人獎] 
每個主題及參賽組別，按參賽者的排名順序，各設以下獎項： 

個人獎 名額 將獲頒發 團體賽得分 

冠軍 1 名 獎盃及獎狀 代表團體可獲 15 分 

亞軍 1 名 獎盃及獎狀 代表團體可獲 12 分 

季軍 1 名 獎盃及獎狀 代表團體可獲 10 分 

金獎 約佔組別參賽人數的 10% 獎牌及獎狀 代表團體可獲 8 分 

銀獎 約佔組別參賽人數的 15% 獎牌及獎狀 代表團體可獲 6 分 

銅獎 約佔組別參賽人數的 25% 獎牌及獎狀 代表團體可獲 4 分 

參與獎 未有獲獎比賽參賽者 參賽嘉許證書 代表團體可獲 2 分 
 

[團體獎]  
優質藝術教育大獎根據團體所有參賽者得分總計，按排名順序，設有金、銀及銅獎項： 
 

團體獎 得獎資格 將獲頒發 

優質藝術教育大獎金獎 團體賽總得分 80 分或以上 水晶獎盃及證書 

優質藝術教育大獎銀獎 團體賽總得分 50 分-79 分 水晶獎盃及證書 

優質藝術教育大獎銅獎 團體賽總得分 20 分-49 分 水晶獎盃及證書 
 

結果公佈： 
2023年 3月 2日，於本會網站內公佈，得獎者將於比賽結果公佈後兩星期內收到個別/團體電郵通知領
獎詳情。未有獲獎比賽參賽者之參賽證書則以郵寄方式發放。 
 
報名費用： 
每份參賽作品 $190 (早報名優惠: 每份參賽作品 $170) 
為鼓勵小朋友發揮創意，由即日起至 11月 18日報名，除了早報名優惠外，更可享以下鼓勵創意優惠： 
參加其中兩個主題，每份參賽作品費用： $160 
參加全部三個主題，每份參賽作品費用： $150 
個人報名方式： 
1. 網上報名：直於本會網站填寫報名表格，本會網站：www.hkccaa.org 
2. 郵寄報名：填妥報名表格後，以郵寄支票，或經銀行入帳/ATM 櫃員機轉帳繳交報名費用，，連同參

賽作品及報名表格寄回本會。 
支票抬頭:【Child Education Limited】 (支票背面請寫明參賽學生姓名及參賽組別) 
銀行帳戶名稱: Child Education Limited 
恒生銀行帳號: 796-116481-883 或 中國銀行帳號: 012-887-1-073180-6 

 
郵寄地址：新蒲崗大有街 3號萬迪廣場 23樓 H室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收，信封面請註明「香港青
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2」 

3. WhatsApp報名：發送資料到本會WhatsApp(+852 64646949)報名後，再經轉數快/Payme/銀行入帳
/ATM 櫃員機轉帳，入數後截圖或拍照銀行收據傳回本會即可。 

http://www.hkccaa.org/


 

※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 ※ Web: www.hkccaa.org ※ Tel: 2350 3338 ※ WhatsApp: 6464 6949 ※ 
 

團體報名方式： 
超過 5位或以上團體報名可享團體報名優惠，每份作品參賽費用為$140。 
可聯絡本會索取團體報名表格(Excel檔案報名表)，團體報名表格填妥後，請於 2023年 1月 13日(星期
五)或以前先電郵至：admin@hkccaa.org，參賽作品及報名費用可於 2023年 1月 18日或以前寄回本
會。比賽費用經銀行入帳/ATM 櫃員機轉帳，取回銀行收據並連同參賽作品及報名表格寄回，如無銀行
收據或入數紙恕不受理。 
銀行帳戶名稱: Child Education Limited 
恒生銀行帳號: 796-116481-883 或 中國銀行帳號: 012-887-1-073180-6 
郵寄地址：新蒲崗大有街 3號萬迪廣場 23樓 H室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收，信封面請註明「香港青少
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2」 

 

其他比賽細則及條款： 
1. 作品須以平面方式繪畫於不少於 A4 (297 x 210mm)及不大於 A3 (420 x 297mm) 內之畫紙上，橫直

不限，違者將被取消資格。 
2. 不可裱起作品(宣紙作品則請貼在咭紙提交)，違者將被取消資格。 
3. 必須按照每組別出生年份報名參賽，錯報組別將被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參賽費用亦不會退還。 
4. 參賽作品可申請退還，行政費用為 HK$50(不限作品數量)，只限以順豐到付形式退回，請於報名時登

記。請於報名時登記，分開申請退畫，額外行政費用為 HK$80，退畫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3年 1月 13
日。 

5. 每位參賽者每個主題只限遞交一幅作品。 
6. 得獎作品如有偽冒、抄襲、代筆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繪畫比賽得獎或展出，查證屬實，一律取消

資格，獎項不遞補。已領取獎項者，本會將追回獎項。 
7. 凡參賽之作品，因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本會恕不負責。 
8. 所有獎項將由本會評判之評審決定為最終依歸，各組別得獎名額及獎項可因應各組別之實際參賽作品

水準而有所變動，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任何人不得異議。 
9. 比賽作品，將於 2023年 10-11月期間本會舉辦之年度畫展中安排展出，詳情侍定，無論作品獲獎與

否均可參加，參展費用為$250，得獎作品將在展出後發還。 
10. 獲獎參賽者之獎盃/獎牌/獎狀於本會領取，其他參賽證書將以郵寄方式發放。 
11. 填寫報名表時，請確保參賽者之中英文姓名、年齡、組別、通訊地址及電郵地址正確無誤，此資料將

會於印製證書或發放比賽通知時使用，如有錯漏本會恕不負責。 
12. 一經報名，所有參賽費用一律不獲發還。 
13. 凡參賽者提交參賽作品，即表示同意本會將參賽作品或得獎者相片用於與本會有關的推廣活動，包括

但不限於刊物、新聞發佈、網站、及公開展覽等，並無需徵求參賽者同意及支付任何費用，並保留採
用作品之最終決定權。 

14. 若因參賽作品侵犯知識產權，而導致任何相關法律行動、索償及支出，參賽者須負全責。 
15. 請詳閱比賽章程規則；一經報名，參賽者或其家長即表示同意並遵守比賽章程及大會之安排。 
16. 本會保留修改本比賽章程規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會保留最後決定權。 
17. 參賽者一旦遞交報名表格，則相等於接納上列的比賽規則、條款及細則，如本會相信有任何違反此活

動的相關細則及條款的行為，本會將保留隨時取消其參賽及獲獎資格的權利，是次比賽亦不設任何上
訴機制。 

 
 
 
 

(更新日期︰5/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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