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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小㇐至小三) 

比賽章程 

主題 

良師育才顯愛心 學子勤學謝師恩 

比賽目的 

讓家⾧及同學㇐起透過 WhatsApp 貼圖創作，感謝和歌頌老師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精神，表達對老
師的敬愛之情，藉以感激老師的關愛和教誨。 

參賽資格 

全港小㇐至小三全日制學生及全港小㇐至小三特殊學校學生 

作品要求 

➢ 格式：作品必須以電腦或手機Apps繪畫，必須彩色並以512 x 512 pixels PNG檔存檔，作品解析

度需高於72dpi。 

➢ 儲存檔案名稱：XXX學校_XXX學生.png 

➢ 作品須包含以下元素：「感謝老師」或「歌頌老師」。 

➢ 訊息用字： 宜簡潔及具感染力。 

 

參加辦法 

➢ 校內比賽 建議學校先進行校內比賽，甄選六份優秀作品，並向各得獎學生頒發獎狀以示嘉許。

獎狀樣本將於十月初上載到本會網頁供下載。 

➢ 校外比賽 學校於「貼圖」組六份優秀作品中選出最多兩份作品及連同報名表格副本電郵到
crotccom@gmail.com。電郵標題請註明「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至小三)」 

註 : 此組別不接受郵寄申請表 

 

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正，逾期者恕不處理。 

 

評審及評分準則 

本會將邀請專業評審團進行評審，㇐切賽果均由評判團作最後決定，參賽者不得異議。評分準則如下： 

內容(40%)：內容需切合主題 

意念(30%)：意念清晰及具創意 

構圖(30%)：視覺元素、圖案配合得宜，能突顯主題及比例改變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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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小㇐至小三) 

比賽章程 

獎項 

設有冠、亞、季軍各乙名及優異獎八名。各得獎學生的指導老師將獲頒贈感謝狀。 

入選決賽的學生將獲頒表揚狀。 

冠 軍： 書券港幣 500 元正、獎座及獎狀 

亞 軍： 書券港幣 400 元正、獎座及獎狀 

季 軍： 書券港幣 300 元正、獎座及獎狀 

優異獎： 書券港幣 100 元正及獎狀 
 

結果公布及頒獎典禮 

➢ 比賽結果將於 2023 年 1 月公布，得獎名單將上載本會網頁 www.crotc.org.hk。各得獎學校將獲

另函通知。 

➢ 得獎學生、學校代表及親友將獲邀出席於 2023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假城景國際舉行的「學

生比賽頒獎典禮暨展覽會」。 

 

作品展覽 

➢ 所有得獎作品將安排於頒獎禮當天展出。 

➢ 得獎作品亦將印成作品集。作品集將會安排於頒獎禮當天派發及派送到全港學校。 

➢ 得獎作品亦將上載至本會網頁，供全港學校使用作敬師用途。 

 

注意事項 

➢ 凡未填妥參賽表格或填報不實者；或沒有依照以上規定遞交參賽作品，本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

格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 參賽作品如有抄襲或侵犯著作權之行為，有關法律責任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 所有作品必須為本次比賽而創作，並未曾公開發表及獲獎。 

➢ 參賽者㇐旦投稿，不得修改稿件；所有交來之作品㇐概不獲發還。 

➢ 本會有權隨時更改比賽規則、獎項及其他有關是次比賽的安排。 

➢ 本會有權將參賽作品進行修改、複製、公開發表，以作任何有關「敬師」的宣傳、展覽、印刷及舉辦

活動用途而毋須支付參賽者任何費用。 

➢ 如違反比賽規則，本會有權取消參賽者參賽資格及得獎資格，所有已頒發的獎金及獎品亦須悉

數歸還本會。 

➢ 參賽者報名後，即表示同意比賽章程及規則。 

 

查詢 

敬師運動委員會 行政幹事 許先生 電話及 Whatsapp：6707 6665 或電郵到 crotccom@gmail.com 

(辦公時間: 星期㇐至五 9: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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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比賽章程 

主題 

良師育才顯愛心 學子勤學謝師恩 

 

比賽目的 

讓同學透過創作四格漫畫，感謝和歌頌老師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精神，表達對老師的敬愛之
情，藉以感激老師的關愛和教誨。 

 

參賽資格 

全港小四至小六全日制學生及全港小四至小六特殊學校學生 

 

作品要求 

➢ 參加者須使用A4白紙創作四格漫畫㇐幅，必須以橫向設計，黑白或彩色均可。 

➢ 圖格必須是四個⾧方格，並需以1、2、3、4標示圖格次序。 

➢ 繪畫形式：素描、蠟筆畫、鋼筆畫等。電腦繪圖亦可，惟不得使用電腦軟件上之圖案(clip art)。 

➢ 需附以文字加強主題。 

 

參加辦法 

➢ 校內比賽 建議學校先進行校內比賽，甄選六份優秀作品，並向各得獎學生頒發獎狀以示嘉

許。獎狀樣本將於十月初上載到本會網頁供下載。 

➢ 校外比賽 學校於六份優秀作品中選出最多兩份作品遞交本會。遞交作品時，必須連同參賽

表格郵寄至：新界天水圍天葵路12號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轉交敬師運動委員會秘書

處。。信封面請註明「四格漫畫創作比賽2022 (小四至小六)」 

註 :  作品背面必須寫上參賽者姓名及所屬學校 

  本會不接受到付郵件，請貼上足夠郵資，本會㇐律退回欠資郵件。 

 

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正，逾期者恕不處理。 

 

評審及評分準則 

本會將邀請專業評審團進行評審，㇐切賽果均由評判團作最後決定。評分準則如下： 

內容(40%)：內容需切合主題 

意念(30%)：意念具創意 

構圖(30%)：色彩、造型、圖案配合得宜，能突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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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比賽章程 

獎項 

設有冠、亞、季軍各乙名及優異獎八名。各得獎學生的指導老師將獲頒贈感謝狀。 

入選決賽的學生將獲頒表揚狀。 

冠 軍： 書券港幣 500 元正、獎座及獎狀 

亞 軍： 書券港幣 400 元正、獎座及獎狀 

季 軍： 書券港幣 300 元正、獎座及獎狀 

優異獎： 書券港幣 100 元正及獎狀 
 

結果公布及頒獎典禮 

➢ 比賽結果將於 2023 年 1 月公布，得獎名單將上載本會網頁 www.crotc.org.hk。各得獎學校

將獲另函通知。 

➢ 得獎學生、學校代表及親友將獲邀出席於 2023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假城景國際舉行的

「學生比賽頒獎典禮暨展覽會」。 

 

作品展覽 

➢ 所有得獎作品將安排於頒獎禮當天展出。 

➢ 冠軍作品有機會用作本會網站的電子敬師賀咭。 

➢ 得獎作品亦將印成作品集。作品集將會安排於頒獎禮當天派發及派送到全港學校。 

 

注意事項 

➢ 凡未填妥參賽表格或填報不實者；或沒有依照以上規定遞交參賽作品，本會有權取消其參

賽資格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 參賽作品如有抄襲或侵犯著作權之行為，有關法律責任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 所有作品必須為本次比賽而創作，並未曾公開發表及獲獎。 

➢ 參賽者㇐旦投稿，不得修改稿件；所有交來之作品㇐概不獲發還。 

➢ 本會有權隨時更改比賽規則、獎項及其他有關是次比賽的安排。 

➢ 本會有權將參賽作品作任何有關「敬師」的宣傳、展覽、網頁的電子敬師咭及印刷用途而

毋須支付參賽者任何費用。 

➢ 如違反比賽規則，本會有權取消參賽者參賽資格及得獎資格，所有已頒發的獎金及獎品亦

須悉數歸還本會。 

 

查詢 

敬師運動委員會 行政幹事 許先生 電話及 Whatsapp：6707 6665 或電郵到 crotccom@gmail.com 

(辦公時間: 星期㇐至五 9: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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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參賽者和指導老師的姓名，請依照證件上的姓名用正楷填寫。 

2. 收集的資料只用於「敬師比賽 2022」，所有資料於比賽完結後三個月內銷毀。 
 

 

機構 Organiser：   贊助 Sponsor：         電話 Tele：6707 6665   傳真 Fax：3905 8473 

  電郵 Email：crotccom@gmail.com 

網頁 Website：www.crotc.org.hk 

表格亦可於本會網頁下載 www.crotc.org.hk 

第㇐部分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負責老師姓名  電話 電郵 

 

第二部分 親子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小㇐至小三) 參賽者及指導老師資料 

參賽者(1) 參賽者(2)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年級 性別 年級 性別 

電郵 手提電話 電郵 手提電話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同左請＂✓＂    †) 

中文姓名 英名姓名 中文姓名 英名姓名 

電郵 手提電話 電郵 手提電話 

 

第三部分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參賽者及指導老師資料 

參賽者(1) 參賽者(2)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年級 性別 年級 性別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同左請＂✓＂    †) 

中文姓名 英名姓名 中文姓名 英名姓名 

電郵 手提電話 電郵 手提電話 

 

校⾧簽署 

 

 

 校⾧姓名  學校印鑑 

 

 

 日期 

 

 

 

 

 

親子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小㇐至小三)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參賽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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