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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簡介
為慶祝衞理中學創校 45 周年，現特意舉辦標誌／標語創作比賽，誠邀各家長、校友及全校師生設計45
周年校慶標誌、創作中文／英文標語（可選擇參與個別比賽項目或參與全部項目）。
請即發揮你的創意，一起慶祝衞理中學邁向45 周年的里程碑！
校慶主題 ––「傳承創新 突破界限」
本校四十五周年校慶，我們將以堅守從神而來的愛作為辦學基石，鼓勵師生以創新思維突破自我，
力求卓越，並得著豐盛生命。
參加方法
1. 電郵或傳真遞交
參賽者可於本校網站 https://www.mcw.edu.hk/ 下載表格，填寫後透過電郵或傳真方式遞交。
電郵地址： wesleycollege45th@mail.mcw.edu.hk【請在電郵內標題一欄註明所參加比賽名稱，例如「四
十五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傳真號碼：2505 7601。
2. 親身遞交
參賽者可把參賽表格交至本校校務處；或交予負責老師：賴明珊老師或扈小潔老師。
3. 網上遞交
參賽者可透過以下 Google Form 連結 https://forms.gle/39nE9kT2AKTee6mg6
填寫參賽資料及提交作品。
截稿日期
標誌設計比賽：2022 年 10 月 7 日 (星期五)

標語創作比賽：2022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評審準則
1.內容（配合主題）：40%

2.表達：40%

3.創意：20%

獎項及賽果公布
1. 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各 1 名，得獎者將獲頒贈證書乙張及獎品。
2. 比賽結果將於 2022 年 12 月公佈。各得獎者將會收到電話通知。得獎作品會上載至本校網頁。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未曾獲獎或公開發表，以及未被其他機構採用。否則，學校有權取消其參
賽資格，參賽者也須自負所有因此而引起的法律責任；

2. 凡作品內容含色情、暴力、不雅元素、猥褻、挑釁、譭謗，或任何違犯香港法例的形式或內容，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者資格而不另行通知；

3. 參賽者不能更改已遞交的作品及相關資料。參賽作品一經遞交，即視為參賽者同意所有規則並批
准主辦單位使用、發佈、刊登及展覽其作品。獲獎作品的著作權及使用權均屬衞理中學所有；

4. 比賽規則修改權和解釋權均屬衞理中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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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主題 ––「傳承創新 突破界限」

本校四十五周年校慶，我們將以堅守從神而來的愛作為辦學基石，鼓勵師生以創新思維突破自我，力
求卓越，並得著豐盛生命。
作品要求

1. 配合衞理中學 45 周年校慶主題。作品須包含「45」及「Wesley」兩大元素，並附有一段不多於 150
字的中文或英文說明，扼要描述設計概念。
作品格式

1.

參賽者可提交打印稿（A4 尺寸的參賽表格）或 電子稿 ( 設計圖尺寸為 7cm X 7cm，並請儲存為
300 dpi 影像輸出解像度的 PDF 或 AI 格式檔案)。參賽者須同時提供列線稿、黑白和彩色版本。

2.

入圍的參賽者須於稍後時間提供打印稿件或可編輯的數碼檔案。

截稿日期

2022 年 10 月 7 日 (星期五)
參賽者資料

l
l
l

參賽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是本校：學生(班別：_____) / 家長(子女班別和姓名：________________) / 教職員 / 校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圖

一.
線稿

二.
黑白稿

三.
彩色稿

設計概念(不多於 150 字的中文或英文說明):

Objectives:
•

to adhere to the love of God as the cornerstone of Wesley College

•
•

to encoura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reak through themselves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to strive!"#$%45
for excellence and have
a fruitful life. +./0125267

Requirements:
1. The
length of the 突破界限」
slogan is restricted to 30 words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excluding punctuation
校慶主題
––「傳承創新
marks.
本校四十五周年校慶，我們將以堅守從神而來的愛作為辦學基石，鼓勵師生以創新思維突破自我，力
2. Each entrant shall only submit one entry under either the Chinese or English category.
求卓越，並得著豐盛生命。

Format of Submission:
作品要求
1. Each submission should be written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in the form of landscape A4 paper
1. 標語須配合主題，並以中文創作。每則標語不得超過十四個字，不包括標點符號。

or via Google Form)
2. The slogan should be concise, articulate, and creative. It should be easy to be recited and
作品格式
suitable for any publication.
1. 文稿必須書寫在報名表格上
( A4 尺寸的參賽列印表格或 PDF 電子檔 ；參賽者也可直接在 Google

Form 比賽表內填寫)。
of Entry:
2.Submission
設計應以言簡意賅、悅耳鏗鏘、具創意、容易背誦及適合用作宣傳為原則。
Name of Participant
Status of Participant:
a student / a parent /a staff member / a graduate of
截稿日期
(Please circle the appropriate one)
Wesley College / others: _______
2022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Mobile phone number:
參賽者資料

1. Slogan:
參賽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2. 參賽者是本校：學生(班別：_____) / 家長(子女班別和姓名：________________) / 教職員 / 校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3. 手提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標語

Th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 Wesley College
45th Anniversary Slogan Competition
Application Form
Objectives:
1. to adhere to the love of God as the cornerstone of Wesley College
2. to encoura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reak through themselves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3.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have a fruitful life.
Requirements:
1. The length of the slogan is restricted to 30 words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excluding punctuation
marks.
Format of Submission:
1. Each submission should be written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in the form of landscape A4 paper or
via Google Form).
2. The slogan should be concise, articulate, and creative. It should be easy to be recited and suitable
for any publication.
Submission Deadline:
1. 21 /10/ 2022 (Friday)
Submission of Entry:
Name of Participant
Status of Participant:
(Please circle the appropriate one)

Student（class__________） /
Parent (Child’s Class and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taff
/ Alumnus / others: _______________

Mobile phone number:

Slog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