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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小學生
比賽分為初級組（小一至小三）及高級組（小四至小六），各組別分
別設有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

．利用由大會提供之原圖，並列印於A4紙上填色
．填色工具不限，惟不得使用電腦軟件
．接受不同素材及顏料，以繪畫、剪貼等各種小手工方法完成作品
．不接受任何立體製作或相片形式的參賽作品

全港首個Sanrio主題鮮活街市推廣活動
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

即日起至2019年4月18日下午7時59分

對象

作品規格

報名日期

比賽詳情:  於領展旗下街市以50港元創作出1人份量

 的SANRIO CHARACTERS卡通便當

比賽地點:  新界德厚街3號沙田禾輋街市

比賽日期及時間:

準決賽 – 2019年4月20日 (2-4pm)

決   賽 – 2019年4月27日 (2:30-4pm)

歡迎對烹飪充滿熱誠的小廚師，創作最萌的卡通便當，競逐冠軍寶座，成為
新一代小廚神 !

立即了解比賽
詳情及報名

小廚神大賽 現正接受報名小廚神大賽 現正接受報名小廚神大賽 現正接受報名小廚神大賽 現正接受報名

．物料及顏色運用：40%
．設計及創意：30%
．整體美感：30%

評審準則

冠  軍
現金獎港幣1,000元、美國冒險樂園代幣券(價值港幣500元)及
主題獎狀(名額:1)

亞  軍
現金獎港幣500元、美國冒險樂園代幣券(價值港幣300元)及
主題獎狀(名額:1)

季  軍
現金獎港幣200元、美國冒險樂園代幣券(價值港幣100元)及
主題獎狀(名額:1)

優異獎 Living PLAZA by AEON現金券100元及主題獎狀(名額:5)

獎項
初級組及高級組均設有以下獎項 獎項及獎品:

冠軍 (共1名) :   現金獎港幣3,000元、美國冒險樂園代幣券(價值港幣500元)、 

  購物禮券港幣$500、主題獎狀及獎牌

亞軍 (共1名) :  現金獎港幣2,000元、美國冒險樂園代幣券(價值港幣300元)、 

  購物禮券港幣$300、主題獎狀及獎牌

季軍 (共1名):   現金獎港幣1,000元、美國冒險樂園代幣券(價值港幣100元)、 

  購物禮券港幣$100、主題獎狀及獎牌

優異獎 (共7名):  Living PLAZA by AEON現金券100元、購物禮券港幣$100

  及主題獎狀

i. 親臨領展禾輋廣場1樓之顧客服務台或；
ii. 郵寄至香港九龍九龍灣啟祥道26號同力工業中心A座106室，
 請在信封面註明「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同『萌』」
 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收件日期將以郵戳日期為準；

完成後將作品以下列方式提交：

得獎者將於2019年4月23日至25日期間前獲得專人通知領獎詳情。比賽結果亦會在2019年4月26日刊登於BBG親子網站(www.bbgmagazine.com.hk)，而得獎作品包括得獎者姓名及
學校名稱亦會於2019年5月3日於禾輋廣場內展出。活動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Linkhk.com或致電4643 0366 (袁小姐) 查詢。



備註
1. 所有參賽者請在填寫此表格前，必須先詳閱以下條款及細則及主辦單位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2. 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是次「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街市同『萌』」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活動作聯絡、相關分析及對身份進行識別之用。

多謝閣下參加，比賽結果將於2019年4月23日至25日期間由專人以電話或電郵通知。比賽結果亦會在2019年4月26日刊登於BBG親
子網站(www.bbgmagazine.com.hk)，而得獎作品包括得獎者姓名及學校名稱亦會於2019年5月3日於禾輋廣場內展出。

參賽者資料：
(須由年滿18歲之家長/監護人填寫)

參賽者姓名*：＿

學校名稱*：＿班別*：＿

參賽組別*： □ 小一至小三 □ 小四至小六

家長/監護人電郵地址*：＿

從何得知本活動資料: □ 領展網頁

□ 親友/朋友

家長/監護人簽署*：＿

*必須填寫

□ 網上宣傳 

□ 街市及商場宣傳

日期：＿

□ 學校

□ BBG Facebook

□ 領展職員通知

□ 其他(請註明:＿ )

「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街市同『萌』」
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參賽表格

家長/監護人姓名*： ＿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



1.  「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街市同『萌』」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活動」)由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主辦單位」)舉辦；
2.  如遞交登記表格，即表示參賽者家長及/或監護人(須年滿十八歲)同意參賽者遵守及接受所有活動的條款及細則;
3.  活動由即日起至2019年4月18日舉行；分高級組(小四至小六)及初級組(小一至小三)兩個組別；
4.  活動只限正在就讀小學的學童參加；
5.  參賽者可遞交多於一份作品，惟每名參賽者只可以獲得一個獎項；
6.  參賽作品的意念和所有內容必須原創，並且未經發表及未曾參與過其他同類型活動。不得盜用他人作品和意念，如證實抄襲，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7.  創作內容不可含有暴力、色情或侮辱成分；
8.  參賽作品的內容及／或當中表達的意見或訊息如有抵觸法例，參賽者須承擔所有責任，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9.  參賽者的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報名表格後，即代表參賽者同意所有條款及規則，並無保留下解除任何主辦單位因刊登其作品而引起的任何法律責任及同意賠償所違章 
 而引起主辦單位的損失；
10. 參賽者或其家長／監護人須填妥參賽表格。凡未填妥參賽表格或填報失實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而毋須作任何解釋或通知；
11. 參賽者必須於2019年4月18日晚上7時59分或之前親身到領展禾輋廣場1樓之顧客服務台遞交參賽表格及作品或將參賽表格及作品郵寄至香港九龍九龍灣啟祥道26號 
 同力工業中心A座106室；截止時間後所遞交的參賽表格將不獲處理；
12. 郵寄者必須在信封面註明「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同『萌』」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收件日期將以郵戳日期為準，截止時間後所收到的參賽表格及其作品將 
 不獲處理；
13. 成功報名的參加者將於提交表格後七個工作天內收到電話短訊／電郵確認通知；
14. 主辦單位評審準則包括：物料及顏色運用：40%、設計及創意：30%及整體美感：30%；
15. 得獎作品將於5月3日至6月30日於領展旗下的禾輋街市或廣場展出；
16. 主辦單位如需要，得獎者須配合活動之相關事宜，如為作品命題及描述等，及有機會獲邀出席採訪；主辦單位在編輯過程中若有需要時，有權修改作品描述內容， 
 參加者不得異議；
17. 所有參賽作品，均不會交還參賽者；參加者若希望取回作品，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或之前預先向主辦單位申請，所有未被預先申請取回的作品將會7月31日或之後被 
 銷毀；
18. 如有需要，參賽者須出示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以作核實參賽資格之用；未能符合活動要求的參賽者將被取消資格，以示公允；
19. 參賽者在此同意主辦單位使用其參與此活動之作品作是次/日後活動的宣傳及推廣用途；
20. 得獎者將於2019年4月23日至25日期間獲得專人以電話或電郵通知領獎詳情。比賽結果亦會在2019年4月26日刊登於BBG親子網站(www.bbgmagazine.com.hk)；
21.  主辦單位如未能於2019年4日25日成功聯繫得獎者，則視為得獎者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22. 得獎者必須由年滿18歲的家長及或監護人陪同得獎者一同領獎，如得獎者未能親自領獎，必須填妥領獎授權書以授權他人代領；
23. 所有參賽的作品，主辦單位有權刊登在有關是次活動的報章、書刊、展覽、社交網站及上載主辦單位的網站內，而毋須得到參賽者的同意及給予參賽者任何費用；
24. 在任何情況下，所獲獎品將不得更改、轉讓或兌換現金或其他禮品；
25. 主辦單位並非獎品供應商，所以有關獎品均受相關供應商提供之條款及細則約束，主辦單位對於獎品品質及服務質素恕不負責，亦不會承擔任何責任及/或賠償;
26. 主辦單位及旗下外判公司、商戶、有關的合作伙伴及其僱員均不可參加是次活動；
27. 主辦單位保留在毋須事先通知下，取消、暫停是次活動或更改任何條款和細則的權利。因該取消、暫停或更改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或後果，主辦單位將不 
 會負上任何責任；
28. 主辦單位保留所有接受或拒絕參賽者參予是次活動之最終決定權；
29.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
30. 所有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用於是次活動、相關分析及/或在附件中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中所列明的用途上，而相關的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依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和主辦單位的私隱政策聲明處理。而相關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和政策詳情，請參閱附件中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31.  我們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存至「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街市同『萌』」活動結束後30天，以達到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或遵守香港的相關規則、規例及法 
 律。不再需要使用的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32.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4643 0366 (袁小姐)或電郵至 woche.cooking2019@gmail.com查詢。

「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街市同『萌』」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 - 條款及細則：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聲明是由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領展」）（作為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管理人）及領展物業有限公司（統稱「我們」或「我們的」）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而作出。本聲明旨在通知閣下我們收集閣下個人資料的原因、將如何使用該等資料、個人資料將轉交何人及應向誰提出查閱
資料的要求。

收集 - 為何我們收集閣下的資料  
我們不時向閣下收集個人資料，以便向閣下提供我們的服務，以及提升閣下的顧客體驗。閣下沒有義務向我們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但如閣下不提供個人資料，閣下參與有
關活動的資格將受影響。
我們會在有關表格或申請表上指出所需的個人資料是用作強制性或自願性用途。倘個人資料是用作強制性用途，而閣下希望我們提供閣下所申請的服務，則閣下必須向我
們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倘個人資料僅作自願性用途，閣下可通知我們不要將閣下的個人資料用作該用途，我們將不會如此進行。

用途 - 閣下資料的用途
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將用於： 
1. 是次「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街市同『萌』」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作聯絡及核實身份之用；
2. 對身份進行識別及／或記錄，以便維持與我們顧客的聯繫；及
3. 內部統計及分析用途； 

閣下個人資料的轉交
我們將會對持有的個人資料保密，但我們可能向下列人士披露及／轉交有關個人資料（不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內或以外），以用作本聲明所載用途：
1. 包括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所有特別目的投資工具及領展及／或領展物業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如有）等實體，以便於我們在領展物業內進行業務及活動；
2. 就有關「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街市同『萌』」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向我們提供行政、電訊、電腦、付款、內容、資訊或其他促銷或推廣服務的任何代理人、承    
    包商或第三方服務提供者；
3. 對我們負有保密責任，或承諾為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密，且於使用時嚴格遵守《私隱條例》規定的任何人士；及
4. 根據法律規定我們有責任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

個人資料的安全保障
我們一向致力確保閣下的個人資料受到保護，以免在未經授權或意外的情況下被查閱、處理、刪除或用作其他用途。我們已執行各項適當的實質、電子及管理措施，以保障
及確保閣下個人資料的安全。 

資料的保留
我們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存一段合理時間，以達到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或遵守香港的相關規則、規例及法律。不再需要使用的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資料的安全保障
閣下的個人資料將存放於領展及／或領展物業有限公司的辦事處，或領展及／或領展物業有限公司委聘的服務供應商，並僅將提供予獲得我們授權的僱員及服務供應商查閱。  

查閱／改正資料的要求
根據《私隱條例》，任何人士均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由我們就該人士持有的個人資料。根據《私隱條例》的條款，領展及／或領展物業有限公司有權就處理任何資料查閱要
求收取合理費用。
          香港九龍觀塘
          巧明街100號
          Landmark East安盛金融大廈33樓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資料私隱主任收

          或電郵至：PersonalDataPrivacy@linkreit.com.hk

語言版本
注意：本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可予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