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0 

全港視藝大賽 (第一季) 
【繪畫】【攝影】【書法】 

 
主辦單位: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承辦單位:文創科藝有限公司 

 

比賽項目: 
繪畫 : 兒童畫、中國畫、油畫、塑膠彩、水粉、水彩、粉彩、素描、漫畫、工藝畫等 

作品風格、手法、顏料不限，以發揮參賽者無盡創意，參賽者可自由選擇使用不同風格及顏料作

賽。（作品大小不超過 60cm X 50cm） 

 
攝影 :  

作品風格、手法不限。（文本作品大小不超過 60cm X 50cm；數碼作品大小不超過 4032 X 4032像

素及檔案大小不可超過 4MB） 

 
書法 : 硬筆中文、毛筆中文、硬筆英文等 

作品風格、手法、字體、字數不限。 

（硬筆書法作品大小不超過 60cm X 50cm、毛筆書法作品大小不超過 100cm X 60cm） 

 
註：繪畫比賽作品不接受電腦作品； 

攝影比賽作品可以任何形式提交，包括但不限於數碼檔案、數碼打印、彩色投影片、彩色打印

及黑白 打印，唯數碼作品必須以 .JPEG、.jpg、或 .png 格式提交。 

 

比賽組別: 
幼兒組(A01)     3歲或以下 

學前組(A02)   4 - 6歲 

兒童初級組(B01) 7 - 9歲 

兒童高級組(B02) 10 - 12歲 

少年初級組(C01) 13 - 15歲 

少年高級組(C02) 16 - 18歲 

公開組  年齡不限 

 

主題及內容: 

以「春天」為主題，作品名稱由參賽者創作。 
 
 

截止報名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作品及報名表格: 
⚫ 參賽表格及「作品提交標籤」已上載於本會網頁(www.hkcaa.org.hk)，參賽者可自行下載。 

⚫ 學校或機構可以團體報名表格統一報名。 

⚫ 每名參賽者報名次數不限，唯每項報名只能提交一份作品，而每份作品只能於是次賽事報名一

次。 

 

報名費用: 
每項參賽費用為港幣 200元正 

 

遞交報名表及參賽作品: 
 
繪畫、書法作品 及 以文本形式提交之攝影作品：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已附有「作品提交標籤」之作品及報名費用支票或存款証明（入數紙） 

 
郵寄 或 親身遞交:  

九龍灣宏開道 16號德福大廈 1604室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 2020全港視藝大賽 (第一季) 」 

 
 
以數碼檔案形式提交之攝影作品：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作品及報名費用支票或存款証明（入數紙）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提交。 

 
網上雲端平台 

 將下列三項資料以電郵方式發送至 cs@hkcaa.org.hk， 電郵主旨請註明「2020全港視藝大

賽 (第一季)報名作品」。 

1. 報名表格圖檔； 

2. 報名費用存款証明（入數紙）圖檔  (*電郵方式報名一律不接受支票或現金付款)； 

3. 已上傳作品的雲端平台連結 。(請確保連結開啟權限，如連結未能開啟，恕不另行

通知及跟進。) 

 
數碼儲存硬件 

 將下列三項資料以郵遞或親身提交至本會聯絡辦公室。 

1. 報名表格； 

2. 報名費用支票 或 存款証明（入數紙）副本 ； 

3. 已儲存報名表格圖檔及作品之光碟、SD卡、USB儲存裝置或其他儲存硬件。 (如

檔案未能開啟，恕不另行通知及跟進，所有提交之硬件不會發還。) 

 
*以電郵附件方式 或 已上載於任何公開平台之作品一律不獲受理。 

 
 
報名方法詳情可參閱本會「比賽綜合章程規則」。 

 

*團體／機構大量報名將獲特別安排及協助，請與本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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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法: 
 
如以支票繳付參賽費用，抬頭請寫：「文創科藝有限公司」 或 「C.C.S.A. Co. Ltd.」，並連同

報名表及作品一併遞交。 

 文創科藝有限公司為本比賽之承辦單位。 

 
如以入數形式支付，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戶口：747  040046  001 

(請保留收據，於背面填上學校名稱/學生姓名，並連同報名表及作品一併遞交。) 

 
如以 PayMe / 轉數快 / 微信支付 / 支付寶 付款，可以確認付款附有交易編號之截圖作付款証明。 

 

轉數快 FPS ID：3007424 

 

  
 
 
繳費方法詳情可參閱本會「比賽綜合章程規則」。 

 
 

比賽重要日期 
 

日期 重要事件 

2020年 1月 15日 開始收集報名表及作品 

2020年 3月 31日 截止報名及停止收集作品 

郵寄截止為 3月 31日(以郵戳為準) 

2020年 4月 30日 成績公佈 

2020年 6月 第二季賽事 

2020年 9月 第三季賽事 

2020年 12月 第四季賽事 

 獎項將於頒獎禮或作品展中頒發，如不出席者可於該季賽事成績公佈後一個

月申請領取。 

 

  



                                                               
 

獎項: 
 

個人獎項: 

 各組每季設冠、亞、季軍一名，及金、銀、銅、優異、參與獎名額不限。 

 各組設年度總冠、亞、季軍一名，頒發予全年四季賽事獲獎得分(*參閱下列得分計算表) 最高之

參賽者。 

 
團體獎項： 

 每季表現優秀之團體、學校或機構，將獲頒發「傑出藝術教育獎」，以表揚最多成績優秀的團

體。 

 按參賽者申報之團體、學校或機構，全年四季賽事所屬參賽者獲獎得分(*參閱下列得分計算表) 

總和最高之團體、學校或機構，將獲頒「都會視藝盃」。 

 

獎項 獎品 

都會視藝盃 獎盃一座 

總冠、亞、季軍 獎盃一座及獎狀一張 

冠、亞、季軍 獎盃一座及獎狀一張 

金、銀、銅獎 獎牌一面及獎狀一張 

(本年度首次參賽者附加獎牌展示架一個) 

優異、參與獎 獎狀一張 

傑出藝術教育獎 獎狀一張 

 
 
*參賽者得分計算表 

獎項 得分 

冠軍 9 

亞軍 8 

季軍 7 

金獎 5 

銀獎 4 

銅獎 3 

優異獎 2 

參與獎 1 

 
  



                                                               

 
 

章程及規則：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0全港視藝大賽」將跟據香港競技評核總會之「比賽綜合章程規則」、

「不需出席場地賽事附加規則」及是次賽事之附加章程規則進行，參賽者一經報名，即已明白及同

意遵守各章程規則之內容。 

 
附加章程規則 

1. 所有作品一經遞交，即表示同意本會將作品在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作展示展出之用，而不需另

行獲作者同意。 

2. 所有作品均有機會參與展覽，作品將由本會保留一段時期，直至所有相關展覽完結，如需取回

作品，一律於展覽期間安排。參賽者可於比賽完結後向職員查詢，或留意本會網頁公佈。 

3. 所有取回作品安排不設郵寄，亦不設任何行政費用。 

4. 所有作品之任何損壞，本會恕不負責。 

5. 所有展覽完結後，沒人認領之作品將由本會全權安排處理。 

 
攝影項目附加規則： 

1. 數碼作品像素不可超過 4032 x 4032 像素及檔案大小不可超過 4 MB。如參賽相片已被揀選進入獎項或優

異獎的最後評選階段，主辦單位有權要求參賽者提供高解像度的原始檔案。 

2. 經數碼改圖處理之作品將被取消資格，作品僅可作裁 剪、去塵、合理曝光、色彩調較及對比處理等基本

修正。 

3. 若提交的參賽作品包括人像，參賽者有責任獲取相關人士的同意，並於必要時，向主辦單位提供證明或

授權文件。 

4. 以下作品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4.1 侵犯他人權利而獲得的照片； 

4.2 包含色情、裸露、猥褻、暴力及其他具爭議性或不當題材內容的照片； 

4.3 涉及蓄意騷擾、不尊重或破壞野外生態環境的照片； 

4.4 威脅到任何個人或動物安全之照片。 

主辨單位全權保留對參賽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查詢 
聯絡辦事處地址：九龍灣宏開道 16號德福大廈 1604室 

電郵：cs@hkcaa.org.hk  

聯絡電話：6093 2450 (w/ whatsapp) 

傳真：3010 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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