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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 / 獲獎者，  

恭喜你們 / 你們的孩子獲得驕人成績，讓我們來分享這個喜悅。 

我們誠摯地邀請你一起參與“金鼠迎春賀新禧-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頒獎禮。 

 

我們邀請了 潘詠儀 校長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校長) 作為是次頒奬嘉賓。 

 

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組：上午 10:30 – 上午 10:50（登記時間: 上午 10:25） 

第二組：上午 10:50 – 上午 11:10（登記時間: 上午 10:45） 

第三組：上午 11:10 – 上午 11:30（登記時間: 上午 11:05） 

[所有獲奬者必須於登記時間前到達, 否則不獲頒發奬項] 

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 AC1 (行政大樓 4/F) 

*頒奬嘉賓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是次的比賽結果已於本會網站上公佈，詳情請瀏覽：http://www.hkieaca.org.hk/page7073 

 

回覆：請於 2020 年 6 月 9 日前以 Whatsapp 回覆確認會否出席及參與人數， 回覆時請列明獲獎

者姓名、組别、參賽項目(逾期回覆登記者本會恕不接受，遲到出席頒獎禮者本會恕不招待。如未

能出席是次頒獎禮之獲獎者, 請於頒獎禮後到本會取回有關獎項證書,   如未能於一個月內取回之獎

項均不予保留及恕不另行通知。) 

*本協會 Whatsapp：68082017 

 

現場規則：  

1. 所有獲獎者必須根據各場次的登記時間準時到達會場，逾時者將不獲進入會場及台上頒獎。 

2. 由於座位有限，文化中心各場地現正實施人數限制， 

參賽者只能由一位家長或監護人陪同進入會場，陪同者如多於一人，將不被邀請進入會場。 

3. 所有到場人士必須於進場前遞交健康申報表，未能遞交者不獲進入會場。 

4. 所有人士必須量度體溫。  

5. 所有人士必須佩戴口罩。 

6. 頒獎典禮期間，不可離開座位及不能使用閃光器材進行錄影或拍照。  

7. 本會有權發佈是次活動照片/視頻/音頻致世界各地傳播媒體。 

8. 根據比賽章程內容，此比賽獎項並無包含獎盃，欲預先訂造獎盃可聯絡本會職員了解詳情。 

9.早前已領取證書的參賽者如需參加頒獎禮拍照留念，將安排在該組上台領獎儀式完成後進行。 

 

全方位比賽平台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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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比賽人士健康申報記錄 

根據有關部門指引， 

任何人士未能於進入會場時提交健康申報記錄， 

將不得進入會場！ 

 

參賽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體溫：__________） 

 

陪同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體溫：__________） 

 

（請圈出正確資料） 

I. 於過去 14 天 內均（有 / 沒有）出現以下病癥, 包括: 發

燒、 

全身乏力、咳嗽、喉嚨痛、氣促或其他疑似流感等癥狀; 

 

II. 於過去 14 天 內,（有 / 沒有）離港和/或正接受強制檢疫隔離 ; 

 

II. 於過去 14 天 內, （有 / 沒有）與曾外遊和/ 

或正接受強制檢疫隔離人士有緊密接觸; 

 

IV. 於過去 14 天內, （有 / 沒有）與在香港或海外被確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或初步檢測呈陽性結果病例的任何人士有緊密接觸。 

 

本人確認以上訊息為真確。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填寫）                      （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歲以下人士由陪同人簽署）              （18 歲以下人士由陪同人簽署）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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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鼠迎春賀新禧 - 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頒獎禮 

 

第一組：上午 10:30 – 上午 10:50（登記時間: 上午 10:25） 

 

項目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組別 比賽項目 奬項 

1 勞梓淘 Lo Zi To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季軍 

2   Bali Eveleen Kaur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季軍 

3   Nicholas Koval 少年組 中文書法 (硬筆) 季軍 

4   Aarya Jain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亞軍 

5 謝婷婷 Sophia Tse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亞軍 

6 謝凱恩 Sonia Shieh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亞軍 

7 凌卓楠 Ling Cheuk Nam  兒童組 中文書法（硬筆） 亞軍 

8 凌卓桐 Ling Cheuk Tung   少年組 中文書法（硬筆） 亞軍 

9 郭子軒 Kwok Tsz Hin  兒童組 英文書法（硬筆） 亞軍 

    中文書法 (毛筆) 亞軍 

10 曾暟嵐 Tsang Cecilia Hoi Nam 少年組 中文書法（硬筆） 冠軍 

    英文書法（硬筆） 冠軍 

11 陳令淇 Chan Ling Ki  兒童組 中文書法 (毛筆) 冠軍 

12 陳令兒 Chan Ling Yi  兒童組 中文書法 (毛筆) 冠軍 

13 黃詠暄 Wong Wing Huen 幼兒組 英文書法（硬筆） 冠軍 

14  Murayama Hana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冠軍 

15 松本好世 Matsumoto Ise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冠軍 

16 冼妙蘭 Sin Miu Lan Frances  公開組 中文書法（毛筆）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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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上午 10:50 – 上午 11:10（登記時間: 上午 10:45） 

 

項目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組別 比賽項目 獎項 

1 林蠡軍 Lam Lai Kwan 幼兒高班 填色 亞軍 

2 林嘉灝 Lam Ka Ho 幼兒唱遊班 填色 亞軍 

3 王昭妍 Wong Chiu Yin 幼童組 繪畫 季軍 

4 梁綽妍 Leung Cheuk Yin  幼童組 繪畫 亞軍 

5 吳展宏 Ng Chin Wang  幼兒組 繪畫 亞軍 

6 吳栢炘 Ng Park Yan 兒童組 繪畫 亞軍 

7 馮子軒 Fung Tsz Hin  少年組 繪畫 亞軍 

8 甄嘉然 Yan Ka Yin 幼童組 繪畫 亞軍 

9 甄樂然 Yan Lok Yin  幼童組 繪畫 亞軍 

10 李祉滺 Li Tsz Yau Valerie  幼兒組 繪畫 亞軍 

11 陳俊希 Chan Chun Hei  幼兒中班 填色 冠軍 

12 陳俊希 Chan Chun Hei  幼兒組 中文書法（硬筆） 冠軍 

13 陳俊希 Chan Chun Hei  幼兒組 英文書法（硬筆） 冠軍 

14 陳筠晴 Chan Kwan Ching  幼童組 中文書法（硬筆） 冠軍 

15 陳筠晴 Chan Kwan Ching  幼童組 英文書法（硬筆） 冠軍 

16 陳舒雯 Chan Shu Man  少年組 

英文書法（硬筆） 亞軍 

中文書法（硬筆） 冠軍 

繪畫 冠軍 

17 關韻希 Kwan Wan Hei  少年組 

英文書法（硬筆） 亞軍 

中文書法 (毛筆) 冠軍 

繪畫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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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鼠迎春賀新禧 - 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頒獎禮 

 

第三組：上午 11:10 – 上午 11:30（登記時間: 上午 11:05） 

 

項目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組別 比賽項目 獎項 

1 梁志傑 Leung Chi Kit  幼童組 繪畫 冠軍 

2 吳梓桐 Ng Tsz Tung Jolie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3 吳洛臻 Ng Lok Chun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4 樊曉澄 Fan Hiu Ching Catrina 少年組 繪畫 冠軍 

5 潘尚瑩 Poon Sheung Ying Vian  幼童組 繪畫 冠軍 

6 田昕妤 Tin Yan Yu Sofia 幼童組 繪畫 冠軍 

7 李俞熹 Lee Hayden 幼童組 繪畫 冠軍 

8 施柏豪 Sy Pak Ho Paco  兒童組 繪畫 冠軍 

9 林浠雯 Lam Hei Man  幼童組 繪畫 冠軍 

10 呂俊言 Jayden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11 黃依莉 Wong Yee Lee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12 文樂祺 Man Lok Ki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13 沈晉旭 Shum Chun Yuk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14 姜涵之 Jiang Ham Chi Patrick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15 胡禧樂 Wu Hay Lok Marcus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16 曾希葵 Tsang Hei Kwai 幼童組 繪畫 冠軍 

17 黎朗言 Lai Long Yin  幼童組 繪畫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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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訂購獎盃，請與職員聯絡，謝謝。 

款式及參考高度見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