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第十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 
創作比賽 

  

香港品質保證局是由香港政府於一九八九年成立的非牟利組織機構，多年來除了在工商

各界推動發展管理體系外，也致力在學界推廣公民教育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我們希望

培育新一代對道德操守、環境保育、品質管制等意識，建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日後在

社會工作時作出貢獻，於不同的崗位上發揮所長，回饋社群。  

今屆比賽再次邀請到教育局擔任協辦單位，以「理想家園」為主題，目的在於教育下一

代從少認識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例如環保、職業和健康安全、公共衛生、食品安全、

平等機會、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能源、關顧弱勢社群等，建立良好的公民意識，好讓他

們日後投入商業社會工作時，能秉持這些信念和原則，為企業及社會整體持續發展作出

貢獻，攜手締造一個理想的家園。 
 
主題：理想家園 
 

比賽項目及組別 

 

徵文 攝影 微電影 繪畫 海報設計 

小學組 

（小四至小六）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 

中學組 

（中一至中六） 

小學初級組 

（小一至小三） 

中學初級組 

（中一至中三） 

中學初級組 

（中一至中三） 

中學組 

（中一至中六） 

 小學高級組 

（小四至小六） 

中學高級組 

（中四至中六） 

中學高級組 

（中四至中六） 

    

 

協辦機構 支持機構 低碳交流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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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規格 

 

徵文 以中文書寫一篇以心目中理想家園為題的文章。 
字數（內容連標點）：中學組－500 字以內；小學組－250 字以內。 
參加者可附上一幅不大於 8 厘米 x8 厘米的插圖，以配合文章主題。請以橫向中文輸入

法列印在 A4 紙上或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書寫於 500 字之原稿紙上，字體必須清晰。 
攝影 以最能代表理想家園的題材拍攝相片，提交 8R (20 厘米 x 25 厘米) 彩色或黑白的硬

照，以及相片的數碼檔，連同不超過 10 字的相片標題。 
作品只可經過電腦調節曝光丶白平衡丶對比度及色彩飽和度，請以中文或英文詳細列

明所有應用軟體程式名稱及所有修改工序。 
微電影 以心目中的理想家園為題材，製作片長不少於三分鐘，不多於五分鐘的微電影。參賽

者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參賽，如以小組形式參賽，小組人數不限。 
作品格式：MP4、MPEG 或 WMV，解像度不低於 1280x720。 
作品須連同名稱及簡介，以光碟形式遞交。 
作品可包括動畫、MV、專題報導、訪問等不同形式的短片。 

繪畫 以 29. 7 厘米 x 42 厘米白畫紙繪畫心目中之理想家園，顏料不限。 
必須連同不超 12 字的畫作標題。請以卷軸式存放，以電腦編印、已裝裱或已折疊的畫

作將不接納。 
海報設計 以 29.7 厘米 x42 厘米白畫紙繪畫或 A4 彩色圖稿，手繪與電腦設計均可。 

畫面上需呈現自行設計的標語，請以中文或英文詳細列明所有應用軟體程式名稱及所

有修改工序。 
 

參加辦法 

 

 參加表格可於香港品質保證局網頁（http://www.hkqaa.org）下載。 
 參加學校請於收集學生作品後，連同參加表格郵遞至香港北角渣華道 191 號嘉華國際中

心 19 樓，香港品質保證局企業傳訊組收。信封面請註明「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

十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報名截止日期： 2017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 
 

評選準則 

徵文 攝影 微電影 繪畫 海報設計 

內容及意念 40% 構圖及意念 30% 內容及意念 40% 構圖及意念 30% 構圖及意念 30% 

切題性 10% 切題性 10% 切題性 10% 切題性 10% 切題性 10% 

寫作技巧 30% 攝影技巧 30% 攝製技巧 30% 繪畫技巧 30% 繪畫技巧 30% 

創意及啟發

性 
20% 創意及啟發

性 
30% 創意及啟發

性 
20% 創意及啟發

性 
30% 創意及啟發

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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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各項目組別均設： 
 
冠軍 1 名 ：港幣 1,200 元禮券及證書乙張 

亞軍 1 名 ：港幣 800 元禮券及證書乙張 

季軍 1 名 ：港幣 400 元禮券及證書乙張 

優異獎 3 名：港幣 100 元禮券及證書乙張 

入圍獎 6 名：證書乙張 

 

 學校獎項: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紀念品乙份 (各比賽項目的中學及小學組別之得獎名額各 1 名，共 7
個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條款和細則： 

• 參加者必須為現於官立、資助 (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學校、直接資助計劃中學或小學就讀之學生。 
• 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參加者必須填妥參加表格並貼在作品背面；微電影比賽參加者須在光碟上

註明「理想家園微電影比賽」、參加者或組長姓名及作品名稱，連同填妥的參加表格一同遞交。 
• 每位參加者在每個比賽項目只可提交乙份作品，重覆參加作棄權論。 
• 所有參賽作品不得抄襲。一經參賽，即表示參賽者保證其參賽作品為原創作品，從未公開發表，亦沒有侵犯

任何第三者的權利；如有需要，參賽者須向第三者取得發表作品的一切所須批准。任何違反此規則的參賽

者，須發還已獲得的獎品(如適用)，並就主辦單位可能蒙受的損害或損失作出彌償。主辦單位保留以法律追

究的權利。 
• 參加者必須擁有其遞交作品之唯一及全部版權，香港品質保證局不會為參加者誤用版權負責。參加者亦同意

將作品之所有版權轉交香港品質保證局作非牟利之用途，並有權修改、翻譯、改編、使用、複製、出版、展

覽、派發及宣傳等，而毋須取得作者的同意。 
• 所有參加作品得獎與否將不獲退還。 
• 參加結果將由獨立評選小組決定，參加者對比賽結果和獎項不得異議。 
• 各得獎者將獲專人通知領獎，有關比賽結果亦將上載於香港品質保證局網頁。 
• 頒獎典禮暫定於 2017 年 7 月或 8 月舉行，並於本局官方網站刊載有關消息。 
• 優勝作品將製作成刊物或紀念品以供派發，並上載於香港品質保證局網頁內。 
• 參加表格收集的資料，只供「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

比賽」之用。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參加者有權查閱、更改及索取在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複印本。

如對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香港品質保證局。 
• 香港品質保證局對參加作品的任何遺失、延誤、不完整、盜竊、郵誤或不合法的概不負責。 
• 香港品質保證局保留更改規則及其他安排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 
• 參加者一經遞交作品，均視為同意並願意遵守以上參賽條款和細則。如有違反，將被取消資格。 

 
查詢： 

歡迎致電 (852) 2202 9111 或電郵至 hkqaa.mkt@hkqaa.org 與布小姐聯絡。 
 
 

 

免責聲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為本項目的協辦機構，並提供協助。有關本刊物、活動過程內或本項目小組成員所表達的

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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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只供內部參考)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第十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設計項目 參加表格    
 

(請選擇其中一個組別) 

徵文項目            ：  小學組     中學初級組  中學高級組  

攝影項目            ：   小學組   中學組  

繪畫項目            ： 小學初級組     小學高級組 

海報設計項目     ：   中學初級組  中學高級組  

請必須填寫附*號之欄目 
 
#*參加者姓名: (中文)  (英文)  

作品標題 / 標語:  
(只適用於攝影、繪畫及海報設計項

目)   

#*就讀學校:  

*學校地址:  

*班别:  *年齡 :  *電郵 :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日間)                        (手機) 

*通訊地址:  

 傳真 :  

 

*參加者簽署:  日期 :  

 

#
註: 參加者必須為現於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學校、直接資助計劃中學或小學就讀之學生 
 

免責聲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為本項目的協辦機構，並提供協助。有關本刊物、活動過程內或本項目小組成員所表達的任

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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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只供內部參考)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第十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微電影項目 參加表格  
參賽形式：     個人          小組   

請必須填寫附*號之欄目 

*參加者 1 姓名: (中文)  (英文)  *班別:  

      (組長) *年齡:  負責崗位:    

*參加者 2 姓名: (中文)  (英文)  *班別:  

 *年齡:  負責崗位:    

*參加者 3 姓名: (中文)  (英文)  *班別:  

 *年齡:  負責崗位:    

*參加者 4 姓名: (中文)  (英文)  *班別:  

 *年齡:  負責崗位:    

*參加者 5 姓名: (中文)  (英文)  *班別:  

 *年齡:  負責崗位:    
 

作品標題 :   

作品簡介 

(不多於 100 字，如填寫位置不

夠，可另紙提供資料) 

 

 

 

*就讀學校:  

*學校地址:  

*聯絡人/組長電郵:  *聯絡電話： (日間)                                   (手機) 

*通訊地址:  

*參加者/組長簽署:  日期 :  

 

註: 1) 參加者必須為現於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學校、直接資助計劃中學或小學就讀之學生 
      2) 如填寫位置不夠，可另紙提供所需資料 

 
免責聲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為本項目的協辦機構，並提供協助。有關本刊物、活動過程內或本項目小組成員所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

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