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承盃」書畫大賽 及 國際書畫展  

(第一屆) 
慶回歸 暨 香港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建校四十周年 

 

主辦機構： 香港青山獅子會、上海市楊浦教育國際服務中心 

協辦機構：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氣韻軒書畫會、 藍地壁畫 Art ShowsHK Limited 

香港學界精英比賽活動交流協會 

支持機構： 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家長教師會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校友會 

統籌機構：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課程發展組 及 校慶小組 

活動贊助： 廖漢輝博士，BBS，JP  

何周禮先生，MH 

比賽主旨： 藉回歸及校慶，以中國書畫為載體，陶冶青少年兒童之德性，宣揚中文傳統藝術文化， 

同時提高青少年兒童對家、校、國的認識與感情。 

日  期： 即日起開始收參賽作品，2022 年 8月 31日(星期三)截止。 

參賽組別： 1) 幼稚園填色及設計組 (K1-2組、 K3組)  

2) 胡少渠小學組:一二年級組、三四年級組、五六年級組 

3) 全國小學組(姐妹學校及滬港澳學校):小學組一二年級組、三四年級組、五六年級組 

4) 胡少渠校友組 (請註明畢業年份) 

5) 全國公開組 (全國小學組以外人士、不受地區等限制) 

6) 國際公開組 (中國以外地區學校/學習機構/個人) 

  (報名表須附列有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副本，如蓋上學校、機構印鑑更佳。) 

*參賽者只可參與以上其中一項個人比賽。 

辦    法： 書法: 

⚫ 以毛筆書寫，書體不限，作品必須題款，如加蓋印章更好(小學組除外)。 

⚫ 書寫格式為右至左直寫。 

⚫ 小學組用綠九宮格紙。  

校友組及公開組則用宣紙書寫 (35CMＸ169CM 或 35CMＸ136CM) 。 

國畫: 

⚫ 比賽題材不限 ,但必須為個人創作。 

⚫ 紙張：國畫宣紙 14”x 18” 

評判標準:以繪畫六法評定，包括氣運生動、骨法用筆、應物寫形、隨類傅彩、經營位置

及傳模形寫。 

填色: 平面創作，尺寸不可超過填色表格以外範圍。 可用水彩、蠟筆、彩色筆、鉛筆等

進行創作，不接受任何立體創作或使用電腦合成。幼稚園組可以親子形式共同完

成作品，亦可由兒童自行完成。A4 白紙，參賽者須自行下載(見報名方法)。 

*比賽內容要求，請參閱附件一 

*以上作品背頁必須註明參賽者姓名、參賽組別、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郵地址、機構

名稱(如有)。 

 

 



獎勵： 

 

國際公開組、全國公開組、胡少渠小學組、校友組優勝者均可獲下列獎勵: 

冠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獎金港幣$1200、證書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亞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獎金港幣$600、證書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季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獎金港幣$300、證書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優異獎十名— 畢禹徵伉儷紀念牌、書券$100及證書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良好獎 — 凡於初評獲選進入總評者可獲獎狀一張 

幼稚園填色及設計組優勝者均可獲下列獎勵: 

冠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獎金港幣$500、證書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亞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獎金港幣$300、證書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季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獎金港幣$200、證書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優異獎十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牌、書券$100及證書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全國小學組(包括姐妹學校及滬港澳學校) 優勝者均可獲下列獎勵: 

冠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證書、精美紀念品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亞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證書、精美紀念品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季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盃、證書、精美紀念品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優異獎十名 — 畢禹徵伉儷紀念牌、精美紀念品、證書及國際書畫展紀念冊 

• 比賽地點:以收集參賽作品方式進行    (獲獎者或將被邀請日後即席揮毫) 

• 評判：由大會邀請書法及畫壇名宿擔任評判。比賽結果以評判最終決定為準，參加者不得異議。 

• 報名方法： 

1. 報名表格可於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網頁 https://www.wsk.edu.hk下載。 

2. 香港學界精英比賽活動交流協會網站 http://www.hkschoolcontest.com 查閱比

賽資料。  

3. 填妥之報名表格連同作品請網上遞交、郵寄或親身遞交。信封面請註明 「傳

承盃」書畫大賽。 

• 報名費：全免（廖漢輝博士贊助） 

• 遞交方法： 

1. 網上遞交： 

請將作品連同報名表格之相片上載至以下網頁: https://www.wsk.edu.hk 

請注意如參賽作品進入總評，大會秘書處將以電話或電郵聯絡參加者於指定時間內遞交報

名表正本及實體作品（無須在實體作品內寫上姓名）。實體作品必須與遞交的作品相片相

同，否則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2. 郵寄： 

請將作品連同填妥之報名表格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以郵戳日期為準)遞交至各組別

指定地點(詳情請參閱報名表格背頁之比賽章則)。 

參加者必須小心摺好作品連同填妥的報名表放入公文袋內（每題目一個公文袋），信封面須

註明「傳承盃」書畫大賽，本港每信封內須附上已貼上$2 郵票之小型回郵信封，如欠奉回

郵信封或沒有貼上足額郵票，不獲寄回印有參加者編號的「收悉通知」給予參加者。 

(香港以外地區將以電郵模式逐一通知)  

 

 

 

 

http://www.wsk.edu.hk/
http://www.hkschoolcontest.com/
http://www.wsk.edu.hk/


3. 親身遞交： 

如親身遞交作品連同報名表，請在辦公時間內：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 下午 4:00） 

⚫ 星期六（上午 9:00 – 中午 12:00） 

⚫ 遞交地址：香港新界屯門安定邨第三座校舍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傳承盃」書畫大賽比賽組收) 

 

遞交作品注意事項： 

(i) 由於現時新冠疫情非常嚴峻，各收集地點有可能隨時更改辦公時間或關閉。為避免參加

者未能如期遞交作品，大會強烈鼓勵參加者以郵寄或網上方式遞交作品。 

(ii) 如參加者親身遞交作品，各收集地點不會即時將印有參加者編號的專用「收悉標貼」貼

在參加者作品及報名表上，亦不會即時將「收悉通知」交予參加者。大會將於稍後透過

電郵通知參加者已收到 閣下之作品。 

(iii) 政府「疫苗通行證」已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全面推行，如參加者親身遞交作品，必須

出示有效之「疫苗通行證」方可進入收集地點。 

 

• 結果公佈及領獎辦法： 

比賽結果將於大會網頁公佈及由大會直接發信通知各得獎者。得獎者將獲安排於 2022年 12月

頒獎典禮上領獎，得獎作品及名單亦會刊載於紀念特刊。 

 

 

查詢電話: 852-24503833     高副校長    潘小姐 

查詢電郵: mrkao@s.wsk.edu.hk (Mr Kao)  missleung@s.wsk.edu.hk (梁主任) 

 

  



附件一 

各組別 比賽 內容要求 

組別 填色內容要求 

幼稚園填色及設計 

 

(K1-K2組) 

運用顏色的能力,校慶的歡樂氣息 

帶出珍惜或感恩的思想主題,有慶回歸元素更好 

(K3組) 

有創作創新元素,學校校慶的歡樂氣息 

帶出珍惜感恩的思想主題,有慶回歸元素 

 

 書法內容要求 國畫內容要求 

2)胡少渠小學組 

3)姐妹學校及友校組 

(一二年級組) 

回顧感恩願珍惜 或 香江大陸水相連 

不限 

(三四年級組) 

創科未來顯積極  或 兩制藍圖把夢圓 

不限 

(五六年級組) 

文行忠信育英才 有教無類承大愛 

或 

砥礪奮進廿五載 攜手再上新征程 

不限 

4)校友組 胡小師生傳揚愛 

少年創科添姿彩 

渠成四十創未來 

好行博學育英才 

不限 

5)公開組 胡小創校四十載 

文行忠信育英才 

老師關懷顯盡愛 

師生攜手創未來 

或 

香港回歸紀念日 

神州萬里喜盈門 

百年國恥一朝雪 

盛世輝煌展新篇 

不限 

6)國際組 植樹培幼四十載 

桃李滿門遍四海 

感恩胡小滿關愛 

師生積極創未來 

或 

紫荊花開香氣飄 

紅旗飛舞在雲霄 

一國兩制政策好 

香港回歸國驕傲 

不限 



参賽作品、比賽照片及錄像收集及採用條款 

参賽作品 

1. 所有参加比賽之作品，均有機會被刊登及/或上載於大會及合辦機構的宣傳刊物、網站和社

交媒體中。 

2. 而各比賽之得獎作品及其參賽所提供之個人及學校名稱亦會被刊登及/或上載於大會及合辦

機構的宣傳刊物、網站和社交媒體中，以及於展覽會中公開展示。 

拍照或錄像 

1. 由主辦機構及/或與其他合辦機構所舉辦的比賽及活動時，大會及合辦機構的員工及有關工

作人員會在比賽及活動場地上拍照和錄像，參加者需知悉其肖像或會被拍攝。所拍攝或攝録

的相片及影片，將有機會被刊登及/或上載於大會及合辦機構的宣傳刊物、網站及社交媒體

中。 

2. 主辦機構擁有所有參加此次比賽及活動拍攝的照片和錄像的版權。 

3. 參加者同意授權主辦機構及/或其他合辦機構使用該上述有關參賽作品、比賽照片及錄像作

內部、公關及/或其他推廣用途，包括但不限用於網站、社交媒體、宣傳單張及各有關刊物。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目的 

1. 比賽報名表格(印刷或網上版本)內提供的一切個人資料，只供為主辦機構(下稱"大會")作以

下之用途: 

(i) 登記參選作品及確認參加者之參加資格； 

(ii) 與參加者通訊； 

(iii) 公布比賽結果及頒發獎項； 

(iv) 於比賽作品之出版、列印、展覽、宣傳及上載於網站及社交媒體中辨認參加者； 

(v) 發放有關大會之比賽及活動資訊； 

(vi) 其他有關大會比賽之用途；以及 

(vii) 以上分段 (i) 至(vi) 所提及之相關用途。 

2. 參加者於本報名表格中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你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料，大會未必能處

理你的報名或確認你的參加資格。 

3. 為了執行上述的目的，你在報名表格内提供的個人資料或許會轉交合辦機構及/或其他有關

專業學會。查閱個人資料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 ，你有權取得及修改你

用作報名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以書面形式通知大會。 

4. 個人資料收集及採用聲明同意撤回 

如資料當事人於提交後需撤回先前曾給予大會之個人資料收集及採用聲明的同意，請以書

面通知大會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