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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全方位比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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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鳥 - 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頒獎禮。 

 

 

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 ） 

時間：上午 9:35 - 上午 10:05 **（頒獎禮會分組進行，詳情請見以下各比賽分組時間） 

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 AC2 (行政大樓 4 樓) 

[所有獲奬者必須於登記時間前到達, 否則不獲頒發奬項] 

*頒奬嘉賓稍後公佈 

 

請家長 / 獲獎者 / 導師於 1/3/2021 下午 3 時前，以 Whatsapp 回覆確認會否出席及參與人數， 

請列明獲獎者姓名、組别、參加比賽名稱以及參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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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政府規定，所有到場人士在進入文化中心前必須利用手機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或登

記姓名、聯絡電話及到訪的日期及時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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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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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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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所有人士必須量度體溫。  

6. 所有人士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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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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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根據比賽章程內容，此比賽獎不包含獎盃，欲預先訂造獎盃，可聯絡本會職員了解詳情。 

  

 

全方位比賽平台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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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鳥 - 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頒獎禮 

  第一組：2021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 ）上午 9:45 – 上午 10:05 (登記時間:9:35)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獎項 

陳家陞 Chan Ka Sing 幼兒低班 填色 亞軍 

陳苡晴 Chan Yee Ching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亞軍 

英文書法 (硬筆) 冠軍 

洪才 Hung Choi  兒童組 繪畫 亞軍 

何樂然 Ho Lok Yin Sienna 青少年組 繪畫 亞軍 

馬霈薰 Ma Pui Fan Annesley Rose  
幼兒中班 填色 冠軍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何祈蹟 Ho Miracle 幼童組 中文書法（毛筆）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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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雅晴 Leung Nga Ching Natalie 青少年組 英文書法 (硬筆) 冠軍 

鄭旨澄 Cheng Jessie 少年組 攝影 冠軍 

林卓穎 Lam Cheuk Wing  幼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冠軍 

英文書法 (硬筆) 冠軍 

文樂祺 Man Lok Ki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孫戈雅 Sun Kwo Nga Coya 幼兒組 繪畫 冠軍 

林靖雯 Lam Ching Man 兒童組 繪畫 冠軍 

林柏廷 Lam Pak Ting Bryan 兒童組 繪畫 冠軍 

馬霈珊 Ma Pui Shan Roseanne Mary  兒童組 繪畫 冠軍 

胡愷恩 Wu Hoi Yan Hannah 兒童組 繪畫 冠軍 

陳新紅 Sandy Chan  公開組 繪畫 冠軍 

 

 

如需訂購個人名牌或獎盃，請與職員聯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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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盃款式及參考高度見下圖： 

  

付款方式： 

1. 直接存入銀行 (Deposit into Bank Account)  

匯豐銀行 HSBC # 124-070723-838  戶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Artist & Culture Association 

請將存款收據電話 WHATSAPP 至本協會 (請註明參賽者姓名、所參加比賽、組別及聯絡電話)  

Please WhatsApp the receipts to us.  

(Include participant's name, name of competition, group and contact number at the back of the receipts) 

 

2. Payme 支付:  (請掃瞄後按上適當銀碼支付) 

付款完成後，請將付款交易記錄（顯示付款日期及時間） 

截圖 WHATSAPP 至 68082017. 

Please WhatsApp the receipts to us.WhatsApp No: 68082017 

(Include DATE and TIME of th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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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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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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天 內,（有 / 沒有）離港和/或正接受強制檢疫隔離 ; 

 

II. 於過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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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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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者  陪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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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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Declaration Form 
All attendees must submit a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before entering the venue. 

According to relevant department guidelines,  

those attendees who fail to submit the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venue. 

 

Contestant: _______  (Temperature degree: ______) 

  

Companion:______   (Temperature degree: ______)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1. all personnel do not have and have not had in the past 6 days  

any of the following symptoms - fever, malaise, cough, sore throat,  

shortness of breath or other flu-like symptoms; 

 

2.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out of Hong Kong in the past 6 days 

and/or  

are und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3.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y person who 

have travelled outside Hong Kong and/or have been und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in the past 6 days; 

 

4.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y person who is a 

confirmed or preliminary positive case of COVID-19 infection in 

Hong Kong or overseas in the past 6 days. 

I confirm that the above message is true. 

Contestant:     Companion:  

Signature :  Signature :  

    

Name:     Name:     

    

Contact Tel#  Contact Tel#  

    

Date of contest:  Date of contest:  

 (Persons under 18 are signed 

by accompanying adult ) 

 (Persons under 18 are signed 

by accompanying adult )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