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機構:
恩橡基金會
Mighty Oaks Foundation

ACE 跨代共融社區計劃
Anchor Children with Elderly (ACE) Community Programs

展覽贊助

場地贊助

社區外展夥伴

獎品贊助

總冠軍 GrandChampions
關愛長者攝影比賽

透過表逹藝術表揚長者及他們的貢獻
更新於 2019 年 2 月 15 日
主題：總冠軍 GrandChampions
•

相片主角：自己的祖父母或與參賽者有關係且年屆 60 的人，例如爺爺、鄰居、人生導師

•

可以直接拍攝主角或與主角相關的物件/地點

•

相片主角可以是已故親友

組別：
1. 學生組別：12-17 歲在香港就讀全日制學校的學生
2. 公開組別：18 歲或以上並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提交參賽作品指引：
1. 提交日期：2018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香港時間 00:00 至 2019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香港時間 23:59。
恕不接受逾時提交的參賽作品。
2. 學生組別：每人提交一張相片。
3. 公開組別：每人可提交最多四張相片。
4. 每張相片必須提交一個標題（不多於 30 個字元連空格）。
5. 學生組別：提交相片時，須提交一個標題及敍述相片的文字（不多於 50 個中文或英文字）。
6. 將相片及所須資料發送電子郵件至 ace@mighty-oaks.org，並附上：
a) 填妥的報名表格
b) 已簽署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未滿 18 歲的參賽者適用）
c) 相片
❖ 相片必須以 JPEG、JPG 或 PNG 格式的數位檔案提交
❖ 所有相片檔案大小必須為 3MB 至 8MB
每封電子郵件上限為 10MB。 如附件超過 10MB，請分開發送電子郵件。
評審標準：
以原創創意、技術、構圖、整體影響、藝術價值及與「長幼共融」比賽主題去表揚長者的貢獻的相關程度來評
分。
獎項及獎品：
學生組別
冠、亞、季軍 （各一名）：各得相機乙部及獎狀
優異獎（七名）：各得微型音響組合或酒店下午茶禮券（四位用）乙份及獎狀
公開組別
冠軍 （一名）：現金獎港幣 5,000 元及獎狀
亞軍 （一名）：現金獎港幣 3,000 元及獎狀

季軍 （一名）：現金獎港幣 1,000 元及獎狀
特別獎項
參賽學生人數最多的學校（一名）：獎狀
結果公佈：
比賽結果會於 2019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於恩橡基金會網站（https://mighty-oaks.org）和 Facebook
（www.facebook.com/mightyoaksfoundation）公佈。 所有得獎者將獲電郵個別通知，並會被邀請出席頒獎禮。
得獎者可能會被邀請於頒獎禮上介紹他們的得獎作品。
頒獎禮：
2019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假黃大仙中心北館舉行。
優勝作品展覽及工作坊：
學生組別首 40 至 50 幅最佳作品，及公開組別首 10 幅最佳作品將會被展出：
•

2019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至 5 月 29 日（星期三） 黃大仙中心北館

•

2019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至 6 月 4 日（星期二） 油塘鯉魚門廣場

•

2019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至 6 月 10 日（星期一） 朗豪坊

跨代共融水墨藝術工作坊：5 月 25 日及 6 月 1 日各兩節。
附加規則和條款：
1.
參賽者可以用手機或相機拍照。
2.

參賽者僅能對其作品進行少量色彩加深（burning）、色彩加亮（dodging）、或色彩校正（color
correction）等修改，適度裁切亦在可接受範圍。多次曝光組合而成的單個「高動態範圍」（high
dynamic range）影像的是可接受的。此處未提及的相片修改方式，包括數位添加或刪除任何內容，以及

3.

修改相片的顏色，一律恕不接受的。是次攝影比賽恕不接受有浮水印的作品。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是參賽者的原創作品。

4.

凡參賽者提交參賽相片，即視為他/她確認已遵守是次比賽的所有條款和條件，並授權主辧機構使用參賽
相片及相片肖像，並確認提交相片時及於整個活動期間（但不限於），當主辧機構使用其相片時，是免於
任何第三方索賠。

5.

比賽提交的所有參賽作品將不予退還。

6.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機構的裁決將是最終決定並具有約束力，而且不作另行通知。 是次比賽不設上訴機
制。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主辦機構收集個人資料以進行比賽活動及改善其服務。提供個人資料是自願的，如果您拒絕提供您的個人資料，
您將失去參賽資格。 凡參加比賽，即視每位參賽者同意主辦機構的私隱政策，而其政策內容載於主辦機構的網
站 https://mighty-oaks.org。
查詢和資料：
恩橡基金會 Mighty Oaks Foundation Limited
電話: 3955 8177
網站: mighty-oaks.org
Facebook: www.facebook.com/mightyoaksfoundation

主辦機構 Organiser:
恩橡基金會
Mighty Oaks Foundation

:

總冠軍 GrandChampions
關愛長者攝影比賽 Elder Appreciation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透過表達藝術表揚長者及他們的貢獻 Celebrating older person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hrough expressive art

報名表格 Entry Form (學生組別 Student Category)
全名
Full name: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
年齡
Age:

(English)

(中文)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學校名稱
School name:

相片標題 Title of photo (不多於 30 個字元連空格 not exceeding 30 letters including space):

文字描述 Written Reflection of photo (不多於 50 個中文或英文字 Maximum 5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請將報名表格及一個的相片檔 (3MB - 8MB) 發送至 ace@mighty-oaks.org。相片、標題及文字描述均會被判審。
Please send completed entry form and a digital photo (3MB - 8MB) to : ace@mighty-oaks.org. Judging will be
based on photo, title and reflection.
通過參加比賽，參賽者同意遵從恩橡基金會所定立的比賽規則，載於 https://mighty-oaks.org。
By entering this competition, entrants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established by Mighty Oaks Foundation,
found at https://mighty-oaks.org.
參賽者簽署
Entrant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如未滿十八歲，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本部分。
Entrants aged below 18 should obtain consent from his/her parent/guardian by signing consent below.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Parent/Guardian Consent》
本人為參賽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名稱) 的父母／監護人，本人已閱讀由上述參賽者填妥的報名表格及
同意讓他／她參與這項比賽，並願意由本人自負責任。
I am the Parent/Guardian of the above entr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ull name) and have read the
completed entry form. I consent to the entra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petition and bear full responsibility on
his/her behalf.
家長／監護人簽署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主辦機構 Organiser:
恩橡基金會
Mighty Oaks Foundation

總冠軍 GrandChampions
關愛長者攝影比賽 Elder Appreciation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透過表達藝術表揚長者及他們的貢獻 Celebrating older person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hrough expressive art

報名表格 Entry Form (公開組別 Open Category)
全名
Full name: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English)

(中文)

年齡
Age:

每位公開組別參賽者可提交最多 4 張相片。 Each entrant of Open Category can submit up to 4 photos.
相片標題 Title of photo
(不多於 30 個字元連空格 not exceeding 30 letters including space)
1

2

3

4

請將報名表格及最多四張的相片檔 (每張 3MB 至 8MB) 發送至 ace@mighty-oaks.org。相片及標題均會被判審。
Please send completed entry form and up to 4 digital photos (3MB - 8MB each) to : ace@mighty-oaks.org.
Judging will be based on photo and title.
通過參加比賽，參賽者同意遵從恩橡基金會所定立的比賽規則，載於 https://mighty-oaks.org。
By entering this competition, entrants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established by Mighty Oaks Foundation,
found at https://mighty-oaks.org.

參賽者簽署
Entrant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相關條款
1. 參賽作品
1.1. 主辦機構保留核實所有參賽作品有效性的權利，並保留取消任何擾亂比賽程序的參賽者資格的權利，
而不作另行通知。
1.2. 凡參加比賽，即視為參賽者向主辦機構保證：
1.2.1. 參賽作品不包含任何令人反感或不適當的內容
1.2.2. 參賽作品是參賽者原創作品
1.2.3. 參賽者有權參加比賽，並授權主辧機構使用參賽相片及相片肖像，確認提交相片時及於整個活
動期間（但不限於），當主辧機構使用其相片時，是免於任何第三方索賠。
1.2.4. 主辦機構獲得有限而非專屬的、不可撤銷、永久和免繳版稅的版權許可，可以使用和修改參賽
作品，無需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費用或補償。 使用參賽者的相片影像的所有情況都將附上參賽
者的姓名。
1.3. 參賽者有責任從其作品的拍照對象獲得必要的發佈許可，並且必須按主辦機構要求提供這些發佈許可
的副本。
1.4. 凡參加比賽，即視每位參賽者同意主辦機構使用他們的參賽作品陳述和/或相片進行印刷、廣播、宣傳、
社交媒體和促銷活動，包括但不限於主辦機構的 Facebook 和網站，無需賠償，並同意主辦機構將擁有
任何此類材料的所有知識產權，包括版權。
2. 評審及得獎者通知
2.1. 對於遲交、難以理解或不完整的參賽作品，主辦機構不會承擔任何責任，儘管主辦機構可以完全自行
決定是否接受參賽作品，而不作另行通知。
2.2. 主辦機構的裁決是最終決定，而不作另行通知。
2.3. 評審將於 2019 年 4 月 7 日（星期日）完成。得獎者將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或主辦機構所
通知的其他日期，獲得電子郵件通知。
2.4. 得獎者將被要求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香港時間晚上 11 點 59 分前或主辦機構所通知的其他
日期前，發送電郵至 ace@mighty-oaks.org 確認獲獎。
2.5. 如果得獎者未能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香港時間晚上 11 點 59 分前或主辦機構所通知的其他
日期前確認獲獎，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將獎品重新授予其他根據相同的標準評審而獲獎的得獎者，即使
新得獎者確認獲獎的回覆時間是由主辦機構決定的一個較遲的日期。
3. 獎品
3.1. 主辦機構將直接與得獎者安排領取獎品。 得獎者會被邀請出席頒獎禮，詳情會稍後提供。 如有任何得
獎者無法出席頒獎禮，得獎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主辦機構，並詳細說明獎品的送達地點。 若在頒獎禮
後一個月內仍未能通知主辦機構，獎品將被沒收。 獎品將在得獎者提供交付詳情後六個月內安排送出。
3.2. 對於因接受或使用獎品而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壞，包括但不限於間接損失或後果性損失，或遭受或持
續的人身傷害，主辦機構不會承擔責任。法律不能排除的任何責任除外。
3.3. 獎品必須按照規定領取，不得轉讓、交換或兌換現金。 如果得獎者因任何原因未能領取或無法使用獎
品，主辦方將不承擔任何責任。
3.4. 主辦方保留權利要求得獎者提供身份證明和/或參賽資格的有效性。
4. 發佈
4.1.
4.2.

因參賽者提交參賽作品過程中發生的錯誤、提供不準確或不完整的資料而影響報名，主辦機構不會
承擔責任。
如果是次比賽因為任何原因無法按計劃舉行，無論是由電腦病毒感染、手機故障、程式錯誤、技術
故障，或是主辦機構無法控制的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主辦機構保留權利自行決定比賽取消、終止、
修改或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