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管理局
香港銀行公會
「轉數快 • 轉帳收錢話咁易」WhatsApp Stickers 設計比賽
比賽詳情、條款及細則

1

比賽目的
1.1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期望透過「轉數快 • 轉帳收錢話
咁易」WhatsApp Stickers (“貼圖”)設計比賽提高中學生對「轉
數快」以及香港的金融基建、金融科技及電子支付的認識。
所有得獎者(見下列第 7 條)的作品將會給公眾下載使用。

1.2 如想了解更多關於「轉數快」的資料，請參考：
https://www.hkma.gov.hk/chi/smart-consumers/faster-paymen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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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資格
2.1 參賽者須為本港註册中學就讀的全日制學生，參賽者須以個
人形式參賽，每名參賽者只限遞交一份作品。未能符合上述
參賽資格者的作品將不會送交評審。
2.2 比賽分為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學生）及高級組（中四至中六
學生）兩個組別。

3

參賽作品
3.1 每一參賽作品須包含一套六個貼圖，同一參賽作品中貼圖可
與一個或多個「轉數快」的應用場景有關，場景包括使用轉
數快「夾錢食飯」、
「畀家用」及網購等。
3.2 參賽作品設計須符合「轉數快 • 轉帳收錢話咁易」的主題，
並以具創意和新穎方式呈現。每個貼圖的設計須可於 Android
及 iOS 版的 Whats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並適合用以透過
WhatsApp 進行日常溝通時使用。
3.3 參賽作品中的每個貼圖設計必須由圖畫(或動畫)及文字組合
而成，而文字應為中文及／或英文。
3.4 參賽作品中的每個貼圖必須包含「轉數快」標誌或名稱(中文
名稱「轉數快」及/或英文名稱「FPS」)。金管局授權每位參
賽者在為參加本比賽設計貼圖時使用以下標誌（“標誌 ）
，
唯參賽者不得對標誌作出任何修改。在金管局與每個參賽者
之間，標誌的所有權利、擁有權和利益應屬於金管局，參賽
者不得獲得標誌的任何權利，擁有權或利益，並且不得將標
誌用於其他目的。

3.5 貼圖不得採用攝影圖像。
3.6 參賽作品中的貼圖可包含圖畫(或動畫)。每個貼圖均須以透
明背景提交，並不大於 512 x 512 像素。不包含動畫的貼圖
均須以 PNG 或 WEBP 檔案提交，而每個檔案不大於 100KB。
包含動畫的貼圖均須以 GIF、PNG、WEBP 或 TGS 檔案提交，
而每個檔案不大於 500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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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
4.1 為幫助學生進一步了解「轉數快」
，金管局將會透過網上模式
（Webinar）舉辦以下簡介會。簡介會的日期及時間如下：

第一場：202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3：30 - 4：15
第二場：202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3：30 - 4：15
第三場：202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3：30 - 4：15
4.2 有興趣安排學生參與簡介會的學校，請於 10 月 19 日或之前

填 妥 網 上 簡 介 會 報 名 表 格 ( 附 件 1) 電 郵 至 金 管 局
fiddevents@hkma.gov.hk，以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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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方法及截止日期
5.1 參賽者須填妥參加表格(附件 2)，連同參賽作品，經由學校負
責 老 師 於 2020 年

12 月

14 日 或 之 前 電 郵 至

fiddevents@hkma.gov.hk。電郵標題請註明『「FPS」WhatsApp
Stickers Design Competition:［學校名稱］』
。逾期提交或以其
他方式提交的參賽作品恕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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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6.1 評審團（包括金管局、銀行業界代表等）將根據內容切題
(40%)、創意(30%)及美感(30%)選出優勝作品（包括冠亞季軍
及優異獎）。

6.2 此外，總分最高的十個參賽作品（初級組和高級組各十位，
共二十位）
，將有機會競逐網上最具人氣獎。該獎項細節將在
稍後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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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及奬品

7.1 初級組和高級組均設以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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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一名)

$5,000 電子產品禮券及獎座

亞軍(一名)

$3,500 電子產品禮券及獎座

季軍(一名)

$2,500 電子產品禮券及獎座

優異獎(兩名)

$2,000 電子產品禮券及獎座

網上最具人氣獎(兩名)

$2,000 電子產品禮券及獎座

賽果公布
8.1 得獎名單及作品會於 2021 年 2 月或之前在金管局網站公布，
各得獎者將獲專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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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條款及細則
9.1 參賽者一旦提交作品參賽，將被視為同意並接納下列條款及
細則，未能符合者可能會被取消參賽資格，以及喪失名銜和
獎項:
(a) 參加表格上須填妥真實及正確的個人資料，並須把填妥
的表格連同參賽作品一併經就讀學校由負責老師在截止
日期或之前提交至金管局；
(b) 作品一經提交，均不可作修改，及不獲退還，參賽者在遞
交作品前可留存備份；

(c) 作品如因任何原因而引致的遺失、遞交延誤或錯誤，金
管局將不會承擔任何相關的責任；
(d) 作品的提交時間以金管局的電郵伺服器上顯示的日期和
時間為準；
(e) 參賽者須將參賽作品保密，並採取所需措施確保在比賽
結果公布前，不會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作品的任何內容；
(f) 金管局、香港銀行公會秘書處的員工及比賽評審團的家
屬均不得參加比賽;
(g) 金管局保留詮釋和修訂比賽安排、條款及細則（包括評
審準則）的權利，並不作另行通知，唯有關決定將須符合
比賽目的，而參賽者不得對有關決定提出異議；
(h) 比賽結果以評審團的最終評分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i) 就金管局舉辦本比賽作為代價，參賽者授權金管局使用
(包括編輯、改編、複製、向評審團、香港銀行公會及公
眾提供及發放(包括提供予下載))參賽作品中任何貼圖作
任何用途，並授權金管局、香港銀行公會及評審團使用
參賽者所提交的參加表格(以及表格中任何資料)、作品及
其他材料進行評審及作其他相關事務之用途，而無須另
行通知參賽者。為免生疑問，金管局有權決定最終是否
向公眾提供及發放任何一位參賽者的參賽作品中的全部

或部分貼圖；
(j) 參賽者亦同意金管局將其參賽作品及個人資料 (包括姓
名、學校名稱及就讀年級)公布在任何媒體作宣傳用途；
(k) 根據評審團評分總分最高的十個參賽作品的參賽者（初
級組和高級組各十位，共二十位）須根據金管局要求就
其作品的知識產權簽署轉讓契據，將其作品的知識產權
轉讓予金管局，否則參賽資格會被取消；
(l) 如上述(k)段提及的參賽者為 18 歲以下，其父母或監護
人須在上述轉讓契據上加簽；
(m) 參賽者保證其參賽作品是參賽者的原創作品，並沒有侵
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亦保證作品從未
被發表或用作參加其他比賽。作品不得包含任何淫褻、
血腥、暴力、不雅、誹謗、違法或任何其他具爭議性或不
適當的內容。參賽者亦保證金管局和其他授權者使用或
管有參賽者的參賽作品或其任何部分作任何目的 (包括
本比賽條款及細則所預期的目的 )不會亦將不會侵犯任
何人的知識產權或任何其他權利。參賽者須承擔侵犯任
何人的知識產權或任何其他權利的一切責任並須彌償金
管局和其他授權者因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或任何其他
權利的指控或申索，或因參賽者違反比賽的任何條款及

細則，而產生或引起的任何性質的費用、損失、損害和責
任；
(n) 參賽者須不可撤回地放棄所有在參賽作品中的精神權利
(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該放棄權利須使金管局和其他
授權者受惠，並由提交參賽作品起生效。

9.2 比賽詳情、條款及細則的中文和英文版本如有抵觸時，將以
中文版本為準。如有任何異議，金管局保留最終解釋及決定
權。

10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私隱政策聲明
10.1 參賽者提供其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但是，如果參賽者未能
提供充足的個人資料，金管局可能無法處理其參賽作品。參
賽者在參加表格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金管局只會用於是次
比賽相關事宜，並作機密處理。除非比賽條款及細則明確規
定(包括但不限於第 9.1(i)及(j)條)，否則金管局將不會向第三
方披露參賽者的個人資料。
10.2 參賽者有權以書面要求檢閱、糾正，或刪除金管局持有其本
人的個人資料。 如有查詢，請聯絡金管局梁愷玲女士 (電
話:2878 8080)或黃詩微女士(電話:2878 1464)。

10.3 參賽者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在比賽結束後 3 個月內銷毀，已
按比賽條款及細則公布的資料除外。
10.4 金管局會致力保護個人資料的機密性和安全性，並符合《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要求。

11 查詢
11.1 如有查詢，請聯絡金管局梁愷玲女士(電話:2878 8080) 或黃
詩微女士(電話:2878 1464)。

註: 「知識產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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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Appendix 1

「轉數快 • 轉帳收錢話咁易」WhatsApp Stickers 設計比賽
“FPS•Payments Made Easy” WhatsApp Stickers Design Competition
網上簡介會報名表格
Webinar Registration Form
有興趣安排學生參與簡介會的學校，請於10月19日或之前填妥網上簡介會報名表格電
郵至香港金融管理局 (fiddevents@hkma.gov.hk)。簡介會登入資料將透過聯絡電郵稍後
通知。
Schools interested in arranging their students to join the briefing sessions please fill in the form
below and email it to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fiddevents@hkma.gov.hk), on or before 19
October 2020. Details of the webinar will be sent later via contact email.
參加學校名稱：

(中文)

School Name:

(English)

負責老師姓名：

(中文)

聯絡電話：

Name of Teacher in Charge:

(English)

Contact Tel. No.:

聯絡電郵：
Contact email:

請選擇參加之時段：
Please choose a time slot:

網上簡介會日期
Date of Webinar

28 October

29 October

30 October

2020

2020

2020

3:30 – 4:15pm

3:30 – 4:15pm

3:30 – 4:15pm

登入網上簡介會之帳戶數目
Number of accounts logging in to the
webinar
預計參加人數
Estimated number of participants
• 每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Places are offered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 本局視乎報名情況或會提供其他場次，或取消個別場次。
The HKMA may allocate other available time slots or cancel a time slot depending on the
registrations.

附件 2
Appendix 2
主辦機構 Organiser

協辦機構 Co-organiser

「轉數快 • 轉帳收錢話咁易」WhatsApp Stickers 設計比賽
“FPS •Payments Made Easy” WhatsApp Stickers Design Competition
參加表格
Entry Form
請填妥以下表格連同參賽作品，經由學校負責老師於 2020 年 12 月 14 日或之前電郵至
fiddevents@hkma.gov.hk。
Please fill in and email the entry form (together with the participating entries), via the teacher-in-charge, to
fiddevents@hkma.gov.hk by 14 December 2020.
(英) ：
English:

參賽者姓名 （中）：
Name of Participant:
性別：
Gender: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組別：
Category:

初級組 / 高級組
Junior Category / Senior Category

學校名稱：
School Name:

(中文)
(English)

負責老師姓名：
Name of Teacher in
Charge:

(中文)
(English)

班別：
Class: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

學校蓋章：
School Chop：
聲明：
Declaration:

參賽者簽署：
Signature of Participant:

本人謹此聲明 I hereby declare that:
1. 本人填寫的上述資料乃就本人所知據實呈報，並確信其為真實無訛。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2. 本人遞交的參賽作品是本人的原創作品，沒有侵犯任何第三者的知識產權或任
何其他權利。
The entry submitted is my original work and does not infringe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r any other right owned by any third party.
3.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遵守比賽條款及細則。
I have rea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m.

日期：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