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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作品徵集 

參賽指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設計師協會合辦 

香港文化博物館策劃 

 

香港文化博物館為一所綜合博物館，展覽內容涵蓋歷史、藝術、設計、文化等不同範疇。設計是

本館重點收藏之一，因此博物館積極蒐集藏品、進行研究和安排有關推廣設計的活動。「香港國

際海報三年展」自 2001年舉辦至今，是香港文化博物館策劃的大型活動之一，透過定期舉辦展

覽及活動展示優秀的設計作品，並介紹世界各地的海報設計發展。 

 

第七屆主題為「靜與動」。縱然科技不斷前進，訊息宣傳的方法漸漸流行從紙媒移至電子屏幕，

海報製作亦從人手設計和印刷工序，演變至透過電腦程式設計並「一鍵」完成發佈，賦予平面海

報動態元素，躍動在宣傳屏幕上。不過，創作海報的目的始終沒變，「印定唔印」(印刷與否)都是

要傳遞令人行動的訊息。因此本屆除了徵集印刷版海報，亦特設「動態海報」組別，記錄海報發

展的進程。 

 

「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共分為三個部分： 

 

I. 比賽 

香港文化博物館現正舉辦海報設計國際公開比賽，參賽作品分為「意識形態」、「文化活動推廣」、

「商業與廣告」和「動態海報」四個組別。五位國際知名的設計師已應邀擔任評判，甄選作品。 

 

II. 展覽 

入選作品： 入選作品暫定於 2021年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

展 2020」展覽中展出，所有入選作品將收錄於展覽圖錄，並成為香港文化博物館

藏品。 

評判海報： 五位國際知名評判的多幅作品將在展覽同場展出，展示其創意及在海報設計方面

的成就，讓觀眾欣賞來自世界各地的精選作品。 

 

III. 研討會 

為促進學術討論、推動海報文化交流和平面設計教育，香港文化博物館將會在館內舉辦一場研討

會，邀請資深設計師擔任講者，歡迎參賽者、設計學生及有興趣人士參加，交流設計心得和見解。 

 

「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作品徵集參賽費用全免，歡迎世界各地的設計師參加

是次國際海報設計比賽。 

 

截止日期：2020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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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資料 

 

活動目的 1. 建立香港作為蒐集和推廣海報設計中心； 

2. 匯集出色的國際海報藏品；及 

3. 促進平面設計的教育工作和推動香港與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參賽資格 1. 歡迎世界各地的設計師及青年設計才俊參加。 

2. 策劃是次比賽的香港文化博物館策展團隊所有職員，以及本比賽之評審

團成員均不能參賽。香港文化博物館擁有全權酌情決定任何參賽者的參

賽資格。 

 

作品組別 參賽作品將分為以下四個組別： 

A. 意識形態 

 — 關注世界性的主題，人類文明、社會、政治、環境保護等議題。 

B. 文化活動推廣 

 — 推廣文化、藝術、戲劇、音樂、教育及體育等活動。 

C. 商業與廣告 

 — 推廣商品及營商活動。 

D. 動態海報 

 — 本屆特設之組別，運用數碼動態設計元素詮釋各類型題材。 

 

作品尺寸

及格式 

(A)至(C)組參賽作品的尺寸，最小為 420 x 594 毫米，最大為 1200 x 1800 毫

米。 

(D) 組參賽作品須為動態數碼檔案，影像長度須為 10 至 15 秒，GIF 或 MP4

格式。建議比例為 9：16，解析度 1080(闊) x 1920(高)像素。 

 

參賽費用 1. 參賽費用全免。 

2. 參賽者須自行支付因參賽而衍生各類開支如印刷、郵遞、運送、保險及

其他與運送及清關有關費用。參賽者亦須自行支付任何與其參賽作品有

關的許可的費用。 

 

參賽細則 1. 每名參賽者所提交的參賽作品數量不限。 

2. 每份印刷海報作品只可選擇參加(A)、(B) 或(C)其中一個組別。 

3. 如參賽者以系列形式提交參賽作品，即使系列內包含超過一幅海報，整

個系列會被視作一件參賽作品。唯參賽者必須在參賽表格中「作品類別」

一項內清楚表示。 

4. 不接受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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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至(C)組所有參賽作品須為印刷本，實體海報將在評審時展示；(D)組

參賽作品須為具動態元素的數碼影像檔案，評審時將逐一播放。 

6. (B)及(C)組參賽作品必須是 2016 年 7 月 1 日以後曾出版之海報，(A)及

(D)組可以是於 2016年 7月 1日後創作但尚未出版或已出版的海報。香

港文化博物館保留將參賽作品歸入適當類別的權利及決定參賽作品是否

符合參賽資格。 

7. 參賽作品須狀況良好。 

8. 基於展覽場地有限，香港文化博物館保留只展出系列中的部分參賽作品

的權利。參賽者可在參賽表格中「備註」一項標明作品展出的優先次序。

香港文化博物館有最終決定權。 

9. 參賽者須為每件參賽作品以中文或英文提交作品名稱及設計意念(不少

於 50字)。                                                                                                                                                                                                                                                                                                                                                                                                                                                                                                                                                                                                                                                                                                                                                                                                                                                                                                                                                                                                                                                                                                                                                                                                                                                                                                                                                                                                                                                                                                                                                                                                                                                                                                                                                                                                                                                                                                                                                                                                                                                                                                                                                                                                                                                                                                                                                                                                                                                                                                                                                                                                                                                                                                                                                                                                                                                                                                                                                                                                                                                                                                                                                                                                                                                                                                                                                                                                                                                                                                                                                                                                                                                                                                                                                                                                                                                                                                                                                                                                                                                                                                                                                                                                                                                                                                                                                                                                                                                                                                                                                                                                                                                                                                                                                                                                                                                                                                                                                                                                                                                                                                                                                                                                                                                                                                                                                                                                                                                                                                                                                                                                                                                                                                                                                                                                                                                                                                                                                                                                                                                                                                                                                                                                                                                                                                                                                                                                                                                                                                                                                                                                                                                                                                                                                                                                                                                                                                                                                                                         

10. 參賽作品正面不應出現或反映參賽者身份的任何資訊。 

11. 請小心填寫參賽表格，資料將會用於評審、圖錄出版及「靜與動 ― 香

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展覽內。 

12. 所有獲評審團成員評定入選的參賽作品將成為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館藏。 

13. 所有落選參賽作品，將於比賽完結後銷毀。 

14. 所有參賽作品將不獲發還。 

15. 參賽者須自行負責任何就其參賽作品或參賽所導致的責任、損失、賠償、

費用、付款、收費或其他的開支，並全數及有效地彌償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下稱“政府”)、其獲授權使用者、其受讓人及權利繼承人，任何就

其參賽作品或參賽所導致向政府威脅提出、提出或成立的申索或法律程

序。 

16. 如活動的期限或時間表有所更改，資料將會上載至香港文化博物館網頁

(http://hk.heritage.museum) 及 「 香 港 國 際 海 報 三 年 展 」 網 頁

(http://www.postertriennial.hk)。 

 

作品提交 參賽者必須提交以下項目： 

(I) 正本： 

1. 已填妥之參賽表格正本一份； 

2. (A)至(C)組參賽作品之海報印刷本；及 

3. 所有組別的參賽作品必須另附 A4 列印稿，並註明印刷方法(例如特別顏

色和效果)或作品展示方向，作記錄用途。 

及 

(II) 電腦光碟(CD或 DVD)或 USB記憶體： 

1.   (D)組參賽作品之 GIF格式動態圖像或MP4格式影片檔案； 

2.   填妥的參賽表格 PDF或 DOC格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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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組別的參賽作品的 JPEG格式圖檔，作記錄用途，RGB模式，最小

約 210 x 297毫米，不低於 150dpi；  

4. 所有組別的參賽作品的 TIFF格式圖檔，用作印刷出版，CMYK模式(包

括專色)，最小約 260 x 300毫米，不低於 350dpi；及 

5. 每位參賽者的個人照片，60 x 60 毫米，不低於 300dpi，CMYK 模式的

TIFF或 JPEG格式檔案。 

 

提交日期

及送遞注

意事項 

1. 參賽作品提交日期由香港時間(GMT+8:00)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9 月 30

日下午 5時正。香港文化博物館不會接受在提交日期後提交的參賽作品。 

2. 請於郵包上註明「印刷品，無商業價值」(Printed Matter, No Commercial 

Value)。 

3. 參賽作品必須沒有裝裱或鑲框，並小心包裝。 

4. 每一個郵包可以內藏多份參賽表格及參賽作品。我們鼓勵參賽者一同郵

寄參賽作品，以減省郵費及包裝物料。 

5. 香港文化博物館概不負責參賽作品在運送期間的任何遺失或損毁。 

6. 請於辦公時間(香港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除公眾假期

外)內，安排速遞或親自送遞參賽作品至以下地址： 

 香港沙田文林路一號 

 香港文化博物館 

 「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 

7.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於香港時間(GMT+8:00)2020年 9月 30日下午 5時正

或之前送達上述地址。資料不全或逾時送達的參賽作品將不獲受理。 

8. 參賽者如以郵遞方式提交作品，請在投寄前確保已清楚寫上正確地址及

貼上足夠郵資，以免未能成功遞交參賽作品。香港文化博物館有權拒絕

接收因郵資不足或以貨到付款形式的郵遞參賽作品。 

 

 

 

 

  



5 

 

■ 評審及獎項 

評審團成員包括五位國際知名設計師，名單如下： 

 

 菲利普．阿佩爾洛格先生 (Philippe Apeloig) / 法國 

 畢學鋒先生 (Bi Xuefeng) / 中國 

 埃里奇‧布里奇先生 (Erich Brechbühl) / 瑞士 

 奥村靫正先生 (Yukimasa Okumura) / 日本 

 莉莎．龐倫格女士 (Lisa Pommerenke) / 德國 

 

(評審團成員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評選準則 評選將以作品的原創性、創作意念及演繹技巧為評選準則。比賽結果為評審團

的最終決定，不得上訴。 

 

結果公布 香港文化博物館將於評審結束後一個月內電郵通知各入選者，並上載名單於香

港文化博物館網頁(http://hk.heritage.museum) 及「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網頁

(http://www.postertriennial.hk)。落選者將不會獲得另行通知。 

 

獎項 1. 每組各設金、銀、銅獎。 

2. 評審獎︰獎項以評判命名，五位國際評判將從所有參賽作品中各自揀選

一份優秀作品。 

3. 所有獲獎單位均會獲頒紀念獎座，入選單位亦會獲發證明。 

 

展覽開幕

及頒獎典

禮 

所有獎項將於「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展覽開幕典禮中頒發

(詳情稍後公布)。歡迎所有參賽者出席開幕典禮。 

展覽圖錄 1. 所有獲獎及入選作品將收錄於「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

展覽圖錄內。 

2. 所有獲獎及入選單位均會獲贈「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

展覽圖錄一本。展覽圖錄將會郵寄至參賽表格上的地址。 

 

其他展覽

機會 

入選作品將有機會於香港或其他地區展出，香港文化博物館將個別通知入選單

位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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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策展團隊 

 

地址：香港沙田文林路一號 

電郵：triennial@lcsd.gov.hk 

香港文化博物館網頁：http://hk.heritage.museum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網頁：http://www.postertriennial.hk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hkipt 

 

 

知識產權* 

1. 參賽者遞交參賽表格即保證其為所有參賽作品之知識產權的唯一擁有人或共同擁有人(除

了包含在作品中任何知識產權屬第三者的材料(以下稱為“第三者知識產權材料”))，並同意

授予及/或自行促使第三者知識產權擁有人授予(若參賽作品的任何部分涉及第三者知識產

權材料)一個免特許費、非專用、不得撤回、全球性、可轉讓、可再授予及永久延續的特許

予政府(由香港文化博物館代表)、其獲授權使用者、其受讓人及權利繼承人，使用或行使參

賽者提交的參賽作品、已填妥的參賽表格及所有以任何形式或媒介提交的其他項目(統稱為

“已提交的項目”)的知識產權作任何處理、評審、記錄、收藏、存檔、展覽、出版展覽圖錄、

教育、研究、出版、宣傳或任何本參賽指引訂明或預期的用途。該使用或行使知識產權的

權利包括讓政府、其獲授權使用者、其受讓人及權利繼承人複製、發放、印刷、向公眾提

供複製品(例如透過互聯網)、廣播、改編、翻譯、修改或與其他物件及材料合併。上述就已

提交的項目作出的改編，翻譯或修改而產生的知識產權屬政府獨有和專有的產權，並且一

經產生即歸政府擁有。 

2. (D)組參賽者須在錄製及/或記錄任何已提交的項目的表演前，自行負責其費用及開支向表

演者取得一切所須的同意及准許進行上述錄製及/或記錄，以及讓政府、其獲授權使用者、

其受讓人及權利繼承人任意使用及利用該等錄製品或記錄或其複製品作本參賽指引所預期

的目的。就本條款而言，「表演」、「表演者」及「錄製品、錄製」須與《版權條例》(香港法

例第 528章)第 200條所界定的定義相同。 

3. 若參賽作品包含第三者知識產權材料，例如其他人創作的圖像，參賽者必須在使用及將第

三者知識產權材料包含於參賽作品之前，自行負責其費用及開支向第三者知識產權擁有人

取得所有所須的特許、批准或許可，以供自己、政府、其獲授權使用者、其受讓人及權利

繼承人使用第三者知識產權材料作本參賽指引所訂明或預期的目的。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要

求下，參賽者須提交相關的證據(例如特許)，以證明參賽者在使用及將第三者知識產權材料

包含於參賽作品之前，已取得相關第三者知識產權擁有人授予上述所須的特許、批准或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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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抄襲他人作品的參賽作品將不被接受。若參賽作品懷疑涉及侵犯任何人的任何知識產權或

任何其他權利，香港文化博物館有權取消作品於展覽中展出，禠奪入選資格及/或所得獎項。

參賽者須全數及有效地彌償政府、其獲授權使用者、其受讓人及權利繼承人就其提交已提

交的項目，政府、其獲授權使用者、其受讓人及權利繼承人使用、操作、管有或持有已提

交的項目或其任個部分，或因參賽者違反本參賽指引的條款而引起的任何侵犯或涉嫌侵犯

任何知識產權或任何其他權利的行為所導致或與之相關的申索、訴訟、法律程序、責任、

損失、賠償、索求、收費及任何性質的開支。 

5. 如有需要，參賽者應自行負責其費用及開支就其參賽作品的知識產權法律事宜獲取獨立的

法律意見。 

6. 為使本參賽指引的任何條款得以執行，政府可要求參賽者自行負責其費用及開支作出及簽

立任何進一步的事宜及文件(或促使該事宜及文件得以作出或簽立)，而且須在政府提出書

面要求之日起計的 14 天內或經政府書面同意的更長期限內向政府提供所有該等文件及材

料。 

7. 參賽者在此保證其提交已提交的項目及政府、其獲授權使用者、其受讓人及權利繼承人使

用、操作、管有或持有已提交的項目或其任何部分並不會侵犯任何人的任何知識產權或任

何其他權利。 

8. 參賽者現放棄所有已提交的項目或其任何部分中的精神權利(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並承

諾自行負責其費用及開支促使上述項目中的所有有關作者及導演放棄上述項目中的精神權

利(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該放棄權利須使政府、其獲授權使用者、其受讓人及權利繼承

人受惠，並在提交上述項目給政府時生效。 

9. 「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展覽圖錄的知識產權(除參賽作品及由參賽者提

供的資料外)屬政府獨有和專有的產權，並且一經產生即歸政府擁有。 

10. 以上「知識產權」條款的條文持續有效可行，不受時間限制。 

 

*於此參賽指引，「知識產權」是指專利、商標、服務標記、營商名稱、外觀設計權、版權、域名、

數據庫權、工業知識、新發明、設計或方法的權利，以及其他知識產權權利，不論是否現已為人

所知或在未來產生(不論任何性質及是在何處產生)包括各種已註冊或未經註冊的權利，以及包括

任何該等權利的授與的申請。 

 

個人資料 

1. 參賽者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作本活動之實施，請確保正確無誤。參賽者遞交參賽資料即表

示准許香港文化博物館存檔及使用其個人資料用作「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2020」

用途。 

2.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22條及附表 1載列的第 6原則，參賽者有權要求

查閱及更正參賽表格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致函香港文化博物館(地址：香港

沙田文林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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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透過參加這項比賽，參賽者完全清楚明白及願意遵守在本參賽指引內的所有條款。 

2. 香港文化博物館有權在無須參賽者的同意下更改本參賽指引的任何條款。如條款有所更改，

將會上載至香港文化博物館及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網頁。 

3. 香港文化博物館有權終止「靜與動 ―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20」的任何活動(包括本比

賽)。 

4. 香港文化博物館對本參賽指引的任何條款有最終解釋權。 

5. 香港文化博物館有權決定取消在其唯一觀點下不符合參賽指引中條款的作品的參賽資格。 

6. 本參賽指引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法律管轄並據以詮釋。 

7. 本參賽資料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