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香港建造學院全日制課程學生及校友 

誠邀參加「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香港建造業培訓工作始於 1975 年成立的建造業訓練局，及後於 2018 年

成立香港建造學院，開辦專業並與香港教育制度接軌的課程。在過去的四十多

年，訓練工作在各方的支持下，成績有目共睹，在引領業界發展的進程上貢獻良

多。 

 

2020 年是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的重要時刻，為慶祝這個重要的里程碑，

學院將於明年舉辦一連串的慶祝活動。現誠邀各位全日制的同學及校友參與「香

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標誌設計比賽」。比賽以「建‧ 45 載 造‧百年才」為主題，最

終獲選的作品將會用於「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一系列活動及宣傳品上，優勝

人士可獲現金獎港幣 3,000 元！比賽詳情請參閲附件。 

 

作為建造業的一份子，期盼各位同學及校友積極參與，共同慶賀建造業培

訓 45 周年的歷史時刻，攜手開創新的一頁。 

 

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疑問，請聯絡香港建造學院「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

籌備工作小組– 梁小姐（電話：2100 9147，電郵：45years@hkic.edu.hk）查

詢。 

 
 

   
 

 「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 
籌備工作小組  謹上  

 
 

2019 年 6 月 10 日  

附件：「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標誌設計比賽活動詳情及報名表格。 

mailto:45years@hkic.edu.hk


「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活動詳情 

 

主辦機構 

香港建造學院 

 

比賽目的及主題 

香港建造業培訓工作始於1975年成立的建造業訓練局，及後於2018年成立香港建造學院，

開辦專業並與香港教育制度接軌的課程。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訓練工作在各方的支持下，成

績有目共睹，在引領業界發展的進程上貢獻良多。 

 

2020 年是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誌慶，為慶祝這個重要的里程碑，香港建造學院計劃舉辦一

系列慶祝活動，不單介紹建造培訓過往的成果，更重要是透過活動向業界及公眾展示建造學

院培訓工作的全新面貌。 

 

我們誠邀學生及校友發揮創意，為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設計周年標誌。請即提交你的嶄新

創意設計，贏取現金獎港幣 3,000 元！  

 

參賽資格 

香港建造學院全日制課程學生及校友 

 

作品要求 

 標誌設計必須包含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的主題： 

建 ‧ 45 載 

造 ‧ 百年才 

 每份參賽作品須附有一段不多於 300 字的中文說明，簡述設計概念。 

 每位參賽者可提交多於一份參賽作品。 

 

提交作品方法 

 參賽者可把作品連同已填妥及簽署的參賽表格以電郵發送至 45years@hkic.edu.hk，標

題請註明：「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_(姓名) 。 

 電郵附件合共不得超過 10MB 。 

 

 

 



作品格式 

 參賽者須於 A4 尺寸（210 毫米 x 297 毫米）的文件內展示其參賽作品，並把文件儲存

為 300 dpi 影像輸出解像度的 vector PDF 格式的檔案。 

 

截止提交作品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7 月 25 日（香港時間晚上 11:59 截止） 

 

獎項 

「大獎」 現金獎港幣 3,000 元 (1 名) 

「入圍獎」 超市禮券價值港幣 200 元 (5 名) 

 

評審團 

由香港建造學院委員會成員及管理人員組成 

 

評審準則 

 評審團將根據下列準則甄選得獎作品： 

 原創性 

 美感性 

 創意性   

 比例改變的可塑性   

 複製的靈活性 

 

結果公佈 

得獎名單將於 8 月 15 日前於香港建造學院網站公佈 (www.hkic.edu.hk)。得獎者將獲電郵

個別通知。  



條款及細則 

 

主辦機構 

 「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下稱「比賽」) 由香港建造學院 (下稱「學院」) 主辦。 

 參賽者一旦參與比賽， 即代表同意本文所載之條款及細則。當學院有理由相信參賽者違反任何

所述規則，將有權取消其參賽/得獎資格。 

 

提交作品 

 參賽作品必須符合下列的要求及格式，若有任何缺漏，學院有權於比賽期間的任何階段取消參

賽者的參賽資格，並毋須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作品要求 

 標誌設計必須包含香港建造業培訓 45 周年的主題： 

建‧45 載 

造‧百年才 

 每份參賽作品須附有一段不多於 300 字的中文說明，簡述設計概念。 

 每位參賽者可提交多於一份參賽作品。 

 參賽者在作品中所使用的影像、相片、人像、商標、特殊特徵、字句或其他元素，必須是經許

可及合法使用，並可作出版、複製、印刷用途。 

 

作品格式 

 參賽者須於 A4 尺寸（210 毫米 X 297 毫米）的文件內展示其參賽作品，並把文件儲存為 300 

dpi 影像輸出解像度的 vector PDF 格式的檔案。 

 電郵附件合共不得超過 10MB 。 

 

有關提交的作品 

 每位參賽者可提交多於一份的參賽作品，惟所提交之作品必須為原創，並為作品之唯一版權持

有人。 

 所有參賽作品不能於本比賽舉行以前被用作參與其他比賽或其他用途。 

 參賽費用全免，惟參賽者須承擔所有製作及提交參賽作品的費用。 

 任何因電腦故障、網絡等技術問題而引致參賽者未能準時提交資料，或有遺失、錯誤、無法辨

識等情況，學院不會承擔任何責任。經網絡的送遞證明亦不可視作成功傳送參賽作品的證明。 

 

 

 

 

 

 

 

 



知識產權 

 參賽者一旦提交作品參加比賽，即同意將其設計的知識產權給予學院。 

 參賽者一經提交作品，即同意學院有權在永久免收版稅的情況下無限次及無條件使用及複製其

作品。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不得違反現時的知識產權條例。 

 所提交的作品一旦違反知識產權條例，參賽者須負上全部法律及其他責任，並須就違反條例所

引致的任何索償及法律責任彌償學院。 

 學院如發現參賽者曾向第三方透過分配、轉讓或把其作品作為抵押品的方式出售參賽作品，或

者於提交作品後就其作品申請或進行部分或全部知識產權的註冊程序，其參賽資格將被視為無

效。 

 得獎作品須通過原創性調查，以合乎商標註冊資格。若得獎作品未能符合有關要求，學院有權

收回所頒發的獎品而毋須對參賽者或其他人士負上任何責任，並可從其他參賽作品中另選出合

資格得獎作品。 

 若學院認為沒有合適的作品，毋須強行接受或採用任何參賽作品。 

 若參賽者提交的作品獲選為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的周年標誌，學院有權在標誌設計者同意/不

同意的情況下，憑專業判斷對其設計進行修改，並就顏色、尺寸、形式、解像度以及其他方面

制定不同版本。 

 參賽者一經參與比賽，即表示同意要協助學院的相關宣傳活動，並同意接受主辦機構有權將其

作品用於以下媒體或媒介：(i)印刷刊物 (ii)網上刊物及 (iii)學院於其他媒體的宣傳活動。 

 

個人資料的使用 

所有由參賽者提供以作為參賽用途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學院及其他相關人士若未經參賽者許可，不

會向第三方透露該等資料。參賽者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提交作品及評選時的通訊用途，以及與是次

比賽相關的行政用途。參賽者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學院提出，

地址為九龍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其他 

 參賽者對於是次比賽及評審的決定均不得異議。如有任何爭議，學院保留最終決定權，包括隨

時暫停、更改或終止活動或其條款及細則，毋須另行通知。 

 建造業議會和香港建造學院員工及其家屬不得參加。 

 

 

查詢 

 電話：2100 9147 (梁小姐)  

 電郵：45years@hkic.edu.hk 

 



 

  
 

   

 
 

「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參賽表格  
致: 香港建造學院 -「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籌備工作小組       查詢電話: 2100 9147（梁小姐） 

請電郵至 45years@hkic.edu.hk 

截止提交作品日期及時間：2019 年 7 月 25 日（香港時間晚上 11:59 截止）      

參賽者姓名（須與身份證明文件相符）：                                                                                     

所屬畢業院校：                                修讀課程：                                       

聯絡電話：（手提）                          在學 已畢業（請註明畢業年份：          ） 

聯絡電郵：                                                                                   

中文作品簡介：（不多於 300 字，可另行以附件遞交） 

 

 

 

 

 

 

 

備註： 

1. 每位參賽者可提交多於一份的參賽作品，惟所提交之作品

必須為原創，並為作品之唯一版權持有人。 

2. 所有參賽作品不能於本比賽舉行以前被用作參與其他比賽

或其他用途。 

3. 參賽費用全免，惟參賽者須承擔所有製作及提交參賽作品

的費用。 

4. 任何因電腦故障、網絡等技術問題而引致參賽者未能準時

提交資料，或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等情況，學院不會

承擔任何責任。經網絡的送遞證明亦不可視作成功傳送參

賽作品的證明。 

5. 學院保留是次比賽的最終決定權，包括拒絕任何人參賽、

取消任何參賽者資格、不向任何參賽者頒發獎項，以及是

否採用得獎設計作為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的周年標誌。

參賽者對是次比賽的任何決定，不得異議。 

6. 參賽者一旦提交作品參加比賽，即同意將其獲獎設計的知

識產權給予學院。 

7. 參賽者一經提交作品，即同意學院有權在永久免收版稅的情況下無限次

及無條件使用及複製其作品。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不得違反現時

的知識產權條例。 

8. 所提交的作品一旦違反知識產權條例，參賽者須負上全部法律及其他責

任，並須就違反條例所引致的任何索償及法律責任彌償學院。 

9. 學院如發現參賽者曾向第三方透過分配、轉讓或把其作品作為抵押品的

方式出售參賽作品，或者於提交作品後就其作品申請或進行部分或全部

知識產權的註冊程序，其參賽資格將被視為無效。 

10. 得獎作品須通過原創性調查，以合乎商標註冊資格。若得獎作品未能符

合有關要求，學院有權收回所頒發的獎品而毋須對參賽者或其他人士負

上任何責任，並可從其他參賽作品中另選出合資格得獎作品。 

11. 若學院認為沒有合適的作品，毋須強行接受或採用任何參賽作品。 

12. 若參賽者提交的作品獲選為香港建造培訓 45 周年的周年標誌，學院有權

在標誌設計者同意/不同意的情況下，憑專業判斷對其設計進行修改，並

就顏色、尺寸、形式、解像度以及其他方面制定不同版本。 

13. 參賽者一經參與比賽，即表示同意要協助學院的相關宣傳活動，並同意

接受主辦機構有權將其作品用於以下媒體或媒介：(i)印刷刊物 (ii)網上刊

物及 (iii)學院於其他媒體的宣傳活動。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你向建造業議會或香港建造學院〔「議會或學院」〕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議會或

學院之活動。 

2. 為讓你得知最新的議會或學院活動和行業內發展情況，議會或學院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號碼、郵寄和電郵地址，將有

關訓練課程、測試、註冊、活動項目、議會或學院工作和建造業其他方面的最新資訊提供給你。 

3. 在未得你的事先同意前，議會或學院不會將你的個人資料轉移給任何第三方。 

4. 你必須向議會或學院提供完整的資料。如你未能提供完整的資料，議會或學院或無法處理及/或考慮你的申請。你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

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有關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號。 

5.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議會或學院提出，地址為九龍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建造業議會或香港建造學院發出有關議會或學院活動和與建造業相關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