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年廣場頒獎地點:
2018年3月11日頒獎日期:
PN 學前預備班
P1  幼兒低班 
P2  幼兒中班 
P3  幼兒高班

比賽組別:

E-mail: arts@iyacc.com    Website: www.iyacc.org    WhatsApp: 9261 9309

每位參賽者均可獲得精美證書乙張；冠、亞、季軍、殿軍及優異獎得獎者將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至2018年2月26日

IYACC國際公開填色大賽
IYACC International Coloring Competition

IYACC Adjudicators 專業評判團

比賽使用計分制， 比賽得獎人數 並沒有上限。 比賽結果將於2018年3月公佈。

獲邀參加頒獎典禮，可獲頒發精美獎盃乙個，並可與頒獎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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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各組別均設冠、亞、季、殿軍及 優異獎。



 
 

IYACC Interna�onal Coloring Compe��on Applica�on Form 
IYACC國際公開填色大賽報名表 

1 Contestant Informa�on 參賽者資料 
Contestant Name (English): 
參賽者姓名(英文)*: 

Contestant Name (Chinese): 
參賽者姓名(中文): 

Tel No.: 
聯絡電話*: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E-mail: 
電郵: 

 
Compe��on Applica�on Fee 參賽費用 作品需連同報名表及參賽費用(入數紙)郵寄到: 

 

香港銅鑼灣記利佐治街 1 號金百利中心 15 樓 1504 室   

不接受掛號/記錄派遞信郵 

 
請在作品背後中部註明: 

參賽者英文姓名、組別 及 聯絡電話 

 

☐ PN Level 學前預備班 $80 
☐ K1 Level 幼兒低班   $80 
☐ K2 Level 幼兒中班   $80 
☐ K3 Level 幼兒高班   $80 

 
 

$ 

☐ Return Fee 作品發還手續費 $50 $ 
 

Total amount 總計 $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法 
☐ Crossed cheque (only accept cheque issued by Bank in Hong Kong) 劃線支票(只收香港銀行發行的港幣支票) 
 Cheque No.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eque payable to “Interna�onal Youth Arts and Cultural Centre”, please indicate the name, compe��on name and telephone of contestant.)  
 (支票抬頭【Interna�onal Youth Arts and Cultural Centre】，支票背面請註明參賽者姓名、所參加的比賽、組別、聯絡電話(可 WhatsApp)。) 
 
☐ Direct Deposit into Bank Account 直接存入銀行  
 Bank Name 銀行名稱: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Account Number 戶口號碼: 555-7-049391 

(Please mail original bank slip with applica�on form and artwork. Please indicate the name, compe��on name and telephone of contestant.)  
(請在付款後把入數紙正本連同報名表一起郵寄到本公司確認) 註明參賽者姓名、所參加的比賽、組別、聯絡電話 

 
Rules and Regula�on 比賽規則及比賽章程 

1. 截止日期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逾期遞交、有錯漏或資料不全之表格，本會保留權利不接納其參申請。 
2. 參賽者可自由選擇使用木顏色、蠟筆、水彩等填色。 
3. 參賽者只須遞交作品，作品尺寸需按照本會上載的 A4 (210mm× 297mm) 圖樣， 其他紙型不予接收。 
4. 每一組均設冠、亞、季軍、金、銀、銅、一等獎、二等獎及優異獎，每位參賽者均可獲得嘉許證書。 

5. 如出現同分，獎項便會多過一個 E.g. 參賽者 A 參賽者 B 一起獲得 100 份的話，參賽者 A 和 參賽者 B 會一同獲得冠軍。 
6. 如得獎者獲邀參加頒獎典禮，需要每幅作品另繳交$160 作為場地，參加頒獎典禮及獎盃之費用。 

未有繳付該費用將不可參加展覽，頒獎典禮及獲得奬盃。 
9. 截止日期後申請作品發還: 需要額外繳交逾期手續費$130 (+$50 作品發還) 共$180。本會有權拒絕任何逾期的作品發還申請。 
10. 申請作品發還的參賽者：作品於展覽後一個月後發還。 
11. 發還作品郵寄過程中如有損壞或的損失，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12. 比賽結果以大會評判之決定為最中依歸，任何人不得異議。主辦機構擁有本比賽所有安排的最終決定權。 
13. 大會有權更改比賽章程、規則及賽事安排包括更改日期、地點，而無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大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14. 逾期遞交、有錯漏或資料不全之表格，本會保留權利不接納其申請。 
15. 請詳閱比賽章程規則；一經報名，參賽者或家長即表示同意並遵守比賽章程及大會之安排。 
16. 賽會保留權利可將比賽或得獎者相片或作品用於與本比賽有關的推廣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刊物、新聞發佈及網站上 

17. 所有參加頒獎典禮人士均需小心看管個人財物，如有任何遺失，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18. 所有參加頒獎典禮人士應注意自身及在場其他人士之安全，如發生任何意外事件，主辦機構將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19. 如有違規者，本會有權取消該參賽者的比賽資格。 
本人已仔細閱讀並了解比賽規則及程比賽章程, 並願意無條件遵守有關規定及接受評委會一切決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年    月     日    

 
Please write CLEARLY請填上回郵地址作郵寄證書、作品之用 (地址填寫錯漏、不清，將影響收取證書、作品等，責任自負。) 

收件人: 

(參賽者姓名)                                                   
 

地址 
(英文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人: 

(參賽者姓名)                                                   
 

地址 
(英文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