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繪畫詳細資料 

比賽流程  

23/9/2020  截止日期 

9/10/2020 得獎公佈日期 

10 月 寄出有關退畫(已申請)、參賽證明、獎盃、獎狀、“各款食物貼紙乙張” 

 

參賽詳情  

主題 美食 Yummy Yummy 

目標 太多太多的美食就在我們身邊，小朋友們最喜歡會是哪些呢？快來透過創作，

分享給我們吧!! 

截止日期 2020 年 9 月 23 日(三) 

參賽組別 K1 組 K2 組     K3 組     P1-P2 組    P3-P4 組 P5-P6 組 

作品要求 - 每人只可投稿一幅，尺寸為 38 cm x 29 cm (±2cm)的白畫紙 

- 參加者可用任何類別繪畫材料完成作品 

- 作品上可加上標語或字句以加強主題內容 

評審團 由資深小學及幼稚園美術導師組成 

評審標準 主題表達、色彩運用、構圖設計、繪畫技巧、原創性、創意及個人風格等 

得獎公佈 得獎名單將於 2020 年 10 月 9 日(五)於以下網頁公佈，得獎者將獲電郵個別通

知。www.facebook.com/hkcasa 及 www.hkcasa.com 

獎項 每項及組別均設有冠、亞、季、殿軍及優異獎： 

冠亞季軍可獲獎盃及証書乙張，殿軍及優異獎可獲獎牌及証書乙張 

多才多藝藝術創作大獎：同時參加 2 項並獲得 2 項獎項 

積極團體獎：(公怖結果後請主動聯絡本會職員) 

金獎(參賽學生逹 30 人以上的學校/教育中心)、 

銀獎(參賽學生逹 20 人以上的學校/教育中心)、 

銅獎(參賽學生逹 10 人以上的學校/教育中心) 

指導老師獎：(公怖結果後請主動聯絡本會職員) 

金獎(參賽學生逹 30 人以上的導師)、 

銀獎(參賽學生逹 20 人以上的導師)、 

銅獎(參賽學生逹 10 人以上的導師) 

報名方法 1) 參加者可於 www.hkcasa.com 下載報名表格 

2) 完成作品後，請在作品背面寫上姓名、組別、聯絡電話 

3) 填妥後連同支票郵寄到屯門建泰街 6 號恒威工業中心 C1 座 1508F 

封面請註明『HKCASA - 美食 Yummy Yummy (繪畫比賽) 收』 

http://www.facebook.com/hkcasa
http://www.hkcasa.com/


 

 

黏土詳細資料 

 

比賽流程  

23/9/2020 將報名表格 + 參賽費用，郵寄或 Whatsapp 給我們 

(建議 Whatsapp 報名，如郵寄，請寄出前 Whatsapp 資料給我們，可更快收到材

料包) 

 本會寄出“黏土材料包”給參賽者 

28/9/2020 利用本會提供之黏土包製作作品後， Whatsapp / Email  3-5 張作品相片給我們 

9/10/2020 得獎公佈日期 

10 月 寄出參賽證明、獎盃、獎狀 

 

 

參賽詳情   

主題 美食 Yummy Yummy 

目標 太多太多的美食就在我們身邊，小朋友們最喜歡會是哪些呢？快來透過創作，

分享給我們吧!! 

截止報名日期 2020 年 9 月 23 日(三) 

參賽組別 K1 組      K2 組        K3 組 P1-P2 組     P3-P4 組      P5-P6 組 

作品要求 - 利用本會提供的材料包，製作參賽作品 

- 作品主題須迎合 “美食 Yummy Yummy” 

評審團 由資深小學及幼稚園美術導師組成 

評審標準 主題表達、色彩運用、構圖設計、製作技巧、原創性、創意及個人風格等 

得獎公佈 得獎名單將於 2020 年 10 月 9 日(五)於以下網頁公佈，得獎者將獲電郵個別通

知。www.facebook.com/hkcasa 及 www.hkcasa.com 

獎項 每項及組別均設有冠、亞、季、殿軍及優異獎： 

冠亞季軍可獲獎盃及証書乙張，殿軍及優異獎可獲獎牌及証書乙張 

多才多藝藝術創作大獎：同時參加 2 項並獲得 2 項獎項 

積極團體獎：(公怖結果後請主動聯絡本會職員) 

金獎(參賽學生逹 30 人以上的學校/教育中心)、 

銀獎(參賽學生逹 20 人以上的學校/教育中心)、 

銅獎(參賽學生逹 10 人以上的學校/教育中心) 

指導老師獎：(公怖結果後請主動聯絡本會職員) 

金獎(參賽學生逹 30 人以上的導師)、 

銀獎(參賽學生逹 20 人以上的導師)、 

銅獎(參賽學生逹 10 人以上的導師) 

報名方法 1) 參加者可於 www.hkcasa.com 下載報名表格 

2) 完成作品後，請在作品背面寫上姓名、組別、聯絡電話 

3) 填妥後連同支票郵寄到屯門建泰街 6 號恒威工業中心 C1 座 1508F 

http://www.facebook.com/hkcasa
http://www.hkcasa.com/


 

4) 封面請註明『HKCASA - 美食 Yummy Yummy (黏土比賽) 收』 

 

 

 

其他詳情 

項目 費用 內容 寄出日期 

參賽費用 

(繪畫) 

$260 凡參加者可獲各款食物貼紙乙張 - 

參賽證明及退畫

(繪畫) 

$100 參賽證明及退畫 2020 年 10 月 

參賽費用 

(黏土) 

$290 可獲 〝黏土材料包” 乙份 報名後 3-4 個

工作天寄出 

參賽證明 

(黏土) 

$40 參賽證明 2020 年 10 月 

獎項 免費 每組冠、亞、季軍均可獲獎盃乙個 

殿軍、優異均可獲得獎牌乙張 

(只印比賽名稱及名次) 

2020 年 10 月 

根據所選獎盃而定 得獎者可另可加費用訂制其他款式獎盃 

(印有得獎者姓名及級別) 

2020 年 10 月 

得獎展覽 $180 參展及參展証書 

凡繪畫得獎者將獲邀請參加 

“2020 下半年藝術得獎作品展”， 

可自由選擇參展 

作品於參展後

寄出 

 

 

 

參賽條款： 

1) 所有遞交之參賽作品將為 HKCASA 擁有，並可能用作作品展覽相關的宣傳及網站紀錄之用；已遞交的作品如欲

發還，請於遞稿時作出申請。  

2) 所有參賽作品須確保不會侵犯任何知識產權。如發現參賽作品非原創，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及獲獎資格。如

有違反版權條例，參賽者須承擔法律責任。 

3) 主辦機構保留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的權利，並對評選比賽結果擁有最終決定權，其他人不得異議。 

 

地址：屯門建泰街 6 號恒威工業中心 C1 座 1508F   Tel / Whatsapp：2111 1758 / 6436 7167 

網址：www.hkcasa.com                              Facebook：www.facebook.com/hkca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