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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CC頌親恩徵文比賽 2022 章程 

 

〔一〕 比賽詳情： 

  

截止報名及遞交作品日期：2022 年 8 月 16 日  

 

比賽資格： 

就讀幼稚園中班 (K2 班) 至 中學六年級 (S6) 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二〕 比賽組別： 

 

就讀幼稚園中班 (K2 班)至 中學六年級 (S6) 學生。 

 

組別計算方法以 2 0 2 1 年 9 月 1 日就讀年級作準。 

 

幼稚園 

K2 K3 

幼稚園中班 幼稚園高班 

 

小學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學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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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賽主題: 給父母的一封感謝信 

 

2. 參賽組別(以每年級計): 

K2/K3 (親子組)  (製作心意咭一張，並寫上感謝父母說話。)(字數:不少於 10 字) 

P1/P2/P3/P4/P5/P6 (字數:200-500 字)  

S1/S2/S3 (字數:350-800 字) 

S4/S5/S6 (字數:500-1000 字) 

 

3.參賽費用: $250 

 

4.獎項:金獎、銀獎、銅獎及優異獎均獲得獎牌一個及得獎證書一張。  

(各組別設金獎、銀獎、銅獎及優異獎若干名) 

 

5.評分準則: 根據參賽者年級作為「分組」評審，賽果將以評審委員會作最後決定，參賽

者不得異議。 

  (內容: 40%、表達: 30%、結構: 20%及語言:10%) 

 

證書及獎牌： 

 

(1) 參賽者將會獲得證書一張 

(2) 參賽者如在比賽中獲得優異獎或以上將會獲得獎牌一個以示鼓勵 

    (註:獎牌刻有參賽者參賽組別、參賽項目及成績，但不會刻有參賽者姓名。) 

(3) 當是次比賽公佈成績後，參賽者可額外申請訂購獎盃(費用:$300)。獎盃刻有參賽者姓名、

參賽組別、參賽項目及成績。 

 

作品規格: 

 

K2/K3(親子組) 

➢ 繪圖紙遞交作品 (並於背後填上姓名、參賽組別及登記編號)(繪圖紙請在本機構網頁下載) 

作品可用電子形式：手寫掃描檔及圖片檔 或 郵寄手寫稿 

遞交作品: 電子形式提交:請電郵至:kpccexam@yahoo.com.hk 

郵寄手寫稿:九龍柯士甸道 152 號好兆年行 141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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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至 S6 組 

➢ 參賽作品請使用中文(繁簡皆可)。 

參賽者可使用手寫、打印或電腦檔案遞交參賽稿件，並請註明字數（包括標點符號）及頁碼： 

WORD 檔遞交: 可直接用電腦打字，字體必須為 12 大小的新細明體。 

電腦打印：來稿必須打印於 A4 白色紙上，字體必須為 12 大小的新細明體。 

手寫文稿：需使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謄寫於原稿紙上，字體須端正清晰。  

(參賽者姓名、參賽組別及登記編號請填寫於稿紙右上方)。 

遞交作品: 電子形式提交:請電郵至:kpccexam@yahoo.com.hk (截止日期:2022 年 8 月 16 日) 

郵寄手寫/打印稿:九龍柯士甸道 152 號好兆年行 1414 室 

(截止日期:2022 年 8 月 16 日)(以郵戳為準) 

注 意 事 項： 

1. 每名參賽者只可遞交一份作品。若發現重複遞交，恕本機構只接受首次收到的作品。 

2. 提交的作品必須為原創，即並未在任何地方發布、轉載或含抄襲成分。如有違規者，本機構

將直接取消其參賽資格。 

3. 如遞交電子檔案，請確保文件沒有損壞並能夠開啟。如不能開啟或傳送有誤，本機構將不會

負責。 

4. 如遞交手寫原子稿，請確保原子稿內的文字公正及清晰。如原子稿內的文字不清晰而影響評

審，本機構將不會負責。 

5. 所有作品提交後不可修改及取回，本機構將擁有參賽作品之版權，作品將不獲發還。作品的

作者及版權相關者，同意給予本機構就該作品的使用權，包括但不限於複製、紀錄、刊登、

出版、贈閱展覽、推廣、上載、廣播及儲存等用途。 

6. 參賽作品不應涉及色情、暴力、有違社會道德及違法的內容。 

7. 本機構保留修改以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知會參賽者。 

8. 如有任何爭議，本機構將擁有最終決定權。 

 

本機構將會在截止日期起計 1 個月後 公佈成績，並以電郵形式通知參賽者獲

取之成績。 

 

〔三〕 報名方法： 

3.1 網上報名 

參賽者可於本機構網頁所提供的連結填寫報名表，完成後會收到由系統所發

出的網上報名電郵回條，請按照指示繳交支票或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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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繳費方式 

本機構只接受支票 或 銀行入數證明 [包括 ATM 轉帳 / 網上銀行轉帳]。 

如參賽者選擇銀行入數 [包括 ATM 轉帳 / 網上銀行轉帳] 需要將收據電郵

給本機構。 

 

 

 

 

 

 

*當本機構收妥報名費用後，七個工作天內便會向參賽者以電郵形式發出回覆

通函。* 

 

3.3 參賽者必須詳細閱讀比賽規則及各項目之細則，並確保所填報之資料

屬實及無誤。如有違規者，其參賽資格將被取消。所有資料只會作評核之用。 

 

 

〔四〕 查詢： 

 

比賽由籌備到結束整段期間，本機構電話線路均非常繁忙，因此本機構建議參賽者

先於本機構網站瀏覽所需資料，我們也建議參賽者使用電郵方式聯絡本機構。如因

致電本機構不果而耽誤有關比賽的事宜，本機構一概不會負責。電郵會於七個工作

天內（星期二、星期四及星期六為工作天，公眾假期除外） 回覆。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地址： 九龍柯士甸道 152 號好兆年行 1414 室 

電話： 2111 9348 

電郵： kpccexam@yahoo.com.hk 

網址： http://www.ipexam.org 

 

 

〔五〕 附註： 

主辦機構有權對以上各項作出修訂，如有任何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銀行戶口資料： 

匯豐銀行 

International Putonghua Examinations Limited 

戶口號碼： 8 1 7 - 7 1 6 7 8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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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規則  

1. 參賽者須為:就讀幼稚園中班 (K2) 班  至 中學六年級 (S6) 學生。 

2. 所有組別計算方法以 2 0 21 年 9 月 1 日就讀年級作準。 

3. 參賽者請清晰填報各項資料；所填報之資料必須屬實，如有違規者，其比賽資格將被取消，

報名費亦不獲退還。 

4. 遞交網上報名表時請填妥各項比賽資料。 

5. 已繳交之報名費不能退還(除非大會取消有關活動)，亦不得轉讓他人作比賽之用。 

6. 所有參賽作品,概不退還。 

7.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未經任何形式經發表(包括在網上發表);且未參加過同類比賽之

原作 ;作品如被發現有抄襲成份 ,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8. 所有得獎者將適時收到個別通知,落選者恕不另行通知。 

9. 主辦機構擁有參賽作品的使用權,可以用作複製、出版、刊登、展覽等用途。 

10. 主辦機構有權對參賽作品作出修訂而不另行通知。 

11. 對於評審所作出之最終比賽成績，任何人均不得異議。 

12. 主辦單位將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合法及公平方式收集及處理有關個人資料。 

13. 如有爭議，大會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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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下稱：IPEL)致力於保護  閣下的私隱。以下所列示信息解釋我

們的操作慣例和收集及使用  閣下個人資料的方式。  

 

收集個人資料的用途  

 

IPEL 使用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合法監護人 (下稱監護人)的個人資料主

要用 於處理 KPCC 頌親恩徵文比賽，以及任何直接有關的用途上。IPEL 也可能使用所

提供的個人資料與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進行活動期間的有關聯

絡。IPEL 亦可能將參賽者的姓名、照片、比賽，以及活動過程刊登在網頁、報章、社交

網站、Facebook 專頁及其他媒體作為宣傳之用。  
 

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可基於自願性質向 IPEL 提供個人資料，但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能夠使 IPEL 為參賽者完成 KPCC 頌親恩徵文比賽的登記申請。如參

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未能向 IPEL 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IPEL 可

能無法處理比賽的申請。  

 

個人資料的轉移  

為滿足上述用途之需要，IPEL 可能會將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的

個人資料轉移給集團內僱員、關連公司（包括聯營公司）、由 IPEL 就上述用途需要而聘

用的印刷服務和獎座供應商以及參賽者所屬學校 / 團體 / 機構。除此以外，IPEL 不會

將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的個人資料轉移給第三者。若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不同意接受此等推廣資訊，可電郵給我們。 

 

如有需要，IPEL 或會將參賽者的姓名、照片、比賽，以及活動過程刊登在網頁、報章、

Facebook 專頁及其他媒體作為宣傳之用。 

 

如有法例規定，IPEL 會披露有關資料，也會應執法機關的要求披露上述資料。  

 

個人資料的保留  

 

所有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的資料只供處理 KPCC 頌親恩徵文比

賽及有關用途，並於本年度 KPCC 頌親恩徵文比賽比賽完結後 24 個月內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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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2) 
 

 

查閱或更正閣下的個人資料的方法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

人有權知道 IPEL 是否擁有其個人資料，亦可索取有關資料副本，並更正 IPEL 保存的有

關資料。有關索閱及/或更正 IPEL 記錄內任何有關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的個人資料的要求，可電郵至 info@ipexam.org 與本機構職員聯絡。  

 

為保護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的私隱和身份，IPEL 將以合理的步

驟核實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的身份，然後才會讓參賽者 / 機構 

/ 負責老師 / 家長 / 監護人接觸或更正其個人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