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學生作品邀請展: 郵寄藝術 

本地學生郵藝創作報名表格 

新型冠狀病毒全球肆虐下，我們可如何進行藝術創作並與人交流？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於本年度香港視覺藝術教

育節的「國際學生作品邀請展：郵寄藝術」返樸歸真，邀請本地幼稚園、中學、小學學生創作郵寄藝術(Mail Art)，

以本地創意與美感與國際學生的郵藝作品展開對話。 

展覽詳情 

頒獎禮 

日期及時間：2020 年 12 月 22 日  下午 3 時至下午 8 時

2020 年 12 月 23 至 29 日  上午 10 時至下午 8 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日期：2020 年 12 月 22 日（二） 

時間︰下午 3 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參展細則 

主題：不設 

申請數量：每間學校提交學生作品數量上限為 10 份，並需一併提交上限 10 位已完成學生的作品的正面圖檔為

本會記錄 (每位學生只能提交 1 件)。 

學生作品媒介及尺寸︰明信片／信封（尺寸不少於 9cm x 14cm 及不大於 15cm x 20cm）； 

*#作品規格：請只於明信片／信封其中一面創作，並於同一面寫上本會中文或英文地址，於背面寫上學生姓名、

班別及回郵地址（學校）：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3-05D 室 

Hong K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Room L3-05D, JCCAC 

30 Pak Tin Street, Shek Kip Mei, Kowloon 

Hong Kong 

*如參加者因沒有按照規格而致作品未能順利展出，需自行承擔一切責任。

#不可涉及淫褻及不雅內容 



 

 

範例： 

     

 

參展資格：本地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 

第一階段：報名、提交學生作品圖檔及寄出作品 

請指導老師填妥以下報名表格或網上表格，並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三) 前： 

1. 將已填妥的表格及學生已完成作品正面圖檔（jpg 格式及解析度 300dpi）電郵至

vincentwang@hksea.org.hk 或 填妥網上表格並於表格內上載作品正面圖檔 及 

2. 郵寄明信片至本會會址【註：以郵戳日期為準，逾期遞交或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寄出前請預備足夠

郵資（目前本港投寄一封不足 30 克的信件為港幣兩元）。】 

第二階段：評審甄選及網上投票 

由本會教育節小組及專業評審團就構圖及設計技巧、創作與郵票及郵戳的連繫及創意三方面選出參展及優秀作

品，並設「最受公眾歡迎獎」，將由公眾於本會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HKSEArt)投票選出。 

專業評審團： 

• 本地平面設計師元金盛先生 

• 手繪封愛好者駱家驄先生 

•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籌委小組成員張寶雯副校長 

第三階段：公佈參展名單及頒獎 

參展名單將於 2020 年 10 月公佈。每間參展學校及每位參展學生將獲發參展狀乙張；優秀作品及最受公眾歡迎

獎得獎者將於頒獎禮獲頒獎狀。 

 

免責聲明： 

1. 主辦單位對是次展覽的作品擁有展覽、剪輯、攝影、錄影、出版及宣傳之權利。 

2. 如參展作品因版權、歸屬權等問題引起任何爭議，本會概不負責，參展者需自行承擔所有責任，主辦單位

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並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3. 主辦單位已購買第三者保險，如有需要請為參展作品自行購買保險，若在運送途中、展出或陳列期間，因

任何意外事故所引致之任何損毀、遺失等責任，本會概不負責，敬請垂注。 

4.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查詢：vincentwang@hksea.org.hk / 2234 6096（本會行政主任王湧鑫先生） 

網頁：www.hksea.org.hk/hkvaef 

 

 

https://www.facebook.com/HKSEArt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 2020 

國際學生作品邀請展: 郵寄藝術 

本地學生郵藝集體創作報名表格 

請填妥以下報名表格，並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三）前將已填妥的表格及學生作品的圖檔（jpg 格式及解析度 300dpi）電

郵至 vincentwang@hksea.org.hk，並寄出作品。 

A. 學校資料

指導老師姓名： 稱謂：  先生 女士     小姐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會員編號：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手提）     （學校）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B. 學生作品資料 (每間學校上限 10 位學生參與，每位學生只可提交 1 件郵寄藝術作品)

作品名稱（如有） 作品尺寸 學生姓名 班別 

作品一 長：   cm 

闊：   cm 

作品二 長：   cm 

闊：   cm 

作品三 長：   cm 

闊：   cm 

作品四 長：   cm 

闊：   cm 

作品五 長：   cm 

闊：   cm 

作品六 長：   cm 

闊：   cm 

作品七 長：   cm 

闊：   cm 

作品八 長：   cm 

闊：   cm 

作品九 長：   cm 

闊：   cm 

作品十 長：   cm 

闊：   cm 

免責聲明： 

1.主辦單位對是次展覽的作品擁有展覽、剪輯、攝影、錄影、出版及宣傳之權利。

2. 如參展作品因版權、歸屬權等問題引起任何爭議，本會概不負責，參展者需自行承擔所有責任，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其參展資格，並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3. 主辦單位已購第三者保險，如有需要請為參展作品自行購買保險，若在運送途中、展出或陳列期間，因任何

意外事故所引致之任何損毀、遺失等責任，本會概不負責，敬請垂注。

4.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以上參展細則。 *請於 內填上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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