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香江盃
全港學生書畫大賽
香江盃

目的

鼓勵學生從小建立書畫興趣，熱愛藝術、熱愛生活，用積極、正面態度迎接未來。

參賽組別
毛筆書法

硬筆書法

幼稚園 K2 組
幼稚園 K3 組
毛筆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幼稚園 K2 組
幼稚園 K3 組
硬筆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毛筆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硬筆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毛筆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硬筆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毛筆高中組 (中四或以上)

硬筆高中組 (中四或以上)

繪畫
填色幼稚園 K1 組
填色幼稚園 K2 組
填色幼稚園 K3 組
填色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繪畫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繪畫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繪畫高中組 (中四或以上)

獎項
(a) 每組各設榮譽金獎、金獎、銀獎、優異獎。達標得獎、數量不設上限,。
榮譽金獎、金獎、銀獎將獲獎牌一枚、證書一張; 優異獎獲證書一張。
(b) 獲榮譽金獎之作品,可獲大會推薦做公開展覽，其中毛筆、繪畫(以國畫形式表達)作品獲直
接參加「九龍城區 < 香港好書畫大賽 >決賽權，費用全免(大會將另行通知，只限 3/10 前
繳交之作品)
(c) 同一機構於各組別/或單一組別合共獲六個金獎或以上成績, 即獲團體金獎盾牌壹個。

比賽程序
參加者於 2017 年 1 月 2 日或前(以郵戳為準) 以大會指定主題及作品要求，完成後郵寄遞交作
品及參加表格。由專業評審團於各組別直接評審授予不同獎項。
2016 年 10 月 3 日或前(以郵戳為準)之作品將預先評獎，以推薦做公開展覽，及或免費保送參
加「九龍城區 < 香港好書畫大賽 >」決賽。
其他作品將於 2017 年 1 月 10 日後評獎，一月下旬網頁公佈，約 2 月 25-26 大本會聯絡處領獎。

1) 內容：大會指定
組別

毛筆書法內容一

硬筆書法內容

K2

仁

和平

K3

言必信

初小

《論語》節錄

《勸孝歌》

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

十月胎恩重，三生報答輕。

行必果

子不學，非所宜

小一至小三
高小

《靜夜思》唐·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小四至小六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雜詩》唐·王維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王安石《梅花》
牆角數枝梅 凌寒獨自開
中一至中三 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牆角數枝梅 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

初中

李清照《題八詠樓》

高中

鄭燮（鄭板橋）《竹石》

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 咬定青山不放鬆 立根原在破岩中
中四或以上 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千磨萬擊還堅勁 任爾東西南北風

組別

繪畫內容主題/要求

填色幼稚園 K1 組
填色幼稚園 K2 組
填色幼稚園 K3 組

大會指定填色圖畫
大會指定填色圖
大會指定填色圖

填色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大會指定填色圖

繪畫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繪畫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繪畫高中組 (中四或以上

愛家/愛港/愛國 (擇一或綜合)
愛家/愛港/愛國 (擇一或綜合)
愛家/愛港/愛國 (擇一或綜合)

2)毛筆組:



紙張用紙：宣紙（毋須裝裱）
書寫用筆：毛筆書寫



紙張尺寸：四尺整紙開四 69cm x 35cm（毛筆初/高小組）;四尺整紙開二 138cm x 35cm
（毛筆初/高中組）;幼稚園不限(普通九宮格紙亦接受)

的





書體：不限
書寫形式：直條、由右至左書寫、字體大小不限
落款：不須落款（毛筆幼稚園、初/高小組）、須落款（毛筆初/高中組）/附作品標籤

3)硬筆組


內容：大會指定並已印在大會規定的書寫紙上 (可網上下載)/ 附作品標籤

4)繪畫組


填色內容：大會指定並已印在大會規定的 A4 書寫紙上 (可網上下載)




其他(如以國畫) A2 尺寸 或 A1 尺寸 自選
紙張用紙：宣紙（國畫模式-毋須裝裱）或普通畫紙(西洋畫模式-毋須裝裱)/ 附作品標籤

報名方式







一律以郵寄方式，寄送參賽作品。
寄達地址：九龍太子鴨寮街 9-19 號友來大廈 1N 室 香江盃九龍聯絡辦事處
封面請註明「2016 全港學生書畫大賽」繪畫比賽小組收，逾期不予受理。
由學校/學習機構 辦理統一郵寄學生參賽作品者，請機構協助於參賽作品背頁標籤參賽者
姓名和相關資料,或蓋「校名」印章，以證明參賽者具學生身份；獨立參賽作品如未獲學
校/機構於參賽作品標籤蓋章，請隨參賽作品附上在學證明(如學生手冊複印件)。
請用公文袋密封參賽作品及參加表格

報名費
1. 比賽費用： 每件作品：150 元 (註：一經繳交，不予退還)
2. 將報名表並連同支票寄:九龍太子鴨寮街 9-19 號友來大廈 1N 室 香江盃組委 收
(支票抬頭: 香港國際民間藝術團)
附則：
1. 同組同項每人上限兩件作品參賽，參賽作品及費用一經繳交一律不予退還。
2. 凡報名參加比賽即視為無條件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將作品展覽、攝影、出版及代表參
賽、製作教材、相關宣傳品及提供網路瀏覽、下載使用。
3. 參賽作品需為學生個人之創作，如屬抄襲或經查係他人加筆之作品，可被取消入選資
格。
4. 作品標籤由參加者依本計畫所附作品標籤格式印製，並以正楷詳實填寫各欄，黏貼或
夾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見下頁)
5. 接受個人獨立參賽，須附在學證明(如學生手冊複本)，家長或學生簽署代替機構名稱。
6. 大賽組委會無責任致電通知獲獎，請自行留意本會網頁宣佈。本會不設個別通知及送
獎服務。
7. 大會保留對不依賽規作為的扣分權力,不予解釋。

2016 香江盃
全港學生書畫大賽
香江盃

主辦單位：香江盃藝術節組委會
支持單位：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創意藝術發展聯會、香港創緒藝術中心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中國青少年發展服務中心
九龍城區 < 香港好書畫大賽 >賽委會、《 藝方月刊》
統籌單位：香港國際民間藝術團、香港創緒藝術團
贊助單位：日新慈善教育基金
查詢郵箱：artsfestivalhongkong@gmail.com
查詢電話: 852-9860 7165 (喬生)
成績公告：2016 年 10 月 5-9 日(第一期) / 2017 年 1 月 20~26 日(第二期)
公告網站: 香江盃 http://www.hkatif.org
………………………………作品標籤……………………………………………………
2016 香江盃
全港學生書畫大賽
姓

名

組 別
(圈出合適者)

性 別
中學：高中、初中
小學：高、低
幼稚園：K1、K2、K3

項目
毛筆

硬筆

男

/

繪畫

校名/機構名稱
地
址

聯絡人
表現內容
說明(繪畫作品適
用/10-40 字
左右)

老師/家長, 電 話：
學校/機構印章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