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聖誕老人」大挑戰比賽條款及細則
1. 主辦機構
「我是聖誕老人」大挑戰（下稱「比賽」或「活動」）由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下稱
「本會」）主辦。
2. 活動目的
讓小朋友化身聖誕老人，思考聖誕節的真正意義，學習訂定目標及實踐大計，並鼓勵家長通
過互動及討論，向子女灌輸正確的金錢及消費觀。
3. 活動對象
 就讀本港任何註冊幼稚園的 K1 至 K3 學生
 就讀本港任何註冊小學的小一至小六年級學生
4. 活動組別
 活動分為學校組及公開組，兩個組別均接受幼稚園及小學學生參加。
 每位參賽者可同時參加公開組及學校組，惟於每個組別均只能提交一次參賽作品，
且同一份作品不能重複遞交。
5. 比賽項目
公開組
 K1-K3 幼稚園項目：「我是聖誕老人」親子填色
 小一至小六小學項目：「我是聖誕老人」理財任務
學校組
 經所屬幼稚園/小學遞交，以學校名義參加
6. 報名及提交作品
 公開組
參賽者須完成以下步驟：
(i)

填妥「網上參加表格」 (https://bit.ly/IFECStapplyform)

(ii)

下載「理財任務紙(小一至小六組) /填色比賽紙 (K1-K3 組)」
，將檔案(共兩頁) 列
印在白色 A4 紙 (連結將於登記完成網上參加表格後提供)

(iii) 完成「理財任務紙 /填色比賽紙」，並填妥相關的資料 (共兩頁)
(iv) 將以下自行電郵至 ifec.xmas@gmail.com
o

已完成的「理財任務紙 / 填色比賽紙」(共兩頁，掃瞄成解像度不少於 300
dpi 的 JPEG 或 PDF 格式)

o

相片 1 張 (內容與作品相關，例如參賽者填寫理財任務紙/ 親子填色紙、 最
後所送出的禮物、 準備的過程，或與收禮物對象合照等)

 注意事項
o

作品須為手繪或填寫在 A4 尺寸的「理財任務紙 / 填色比賽紙」
，概念呈現方
式不限。

o

檔案不大於 10MB，格式為 JPEG 或 PDF

o

電郵標題格式須為「我是聖誕老人」
（學生中文全名）

o

「網上參加表格」及「理財任務紙 /填色比賽紙」上所填的資料須一致

 學校組
學校可選擇以下其中一個方法收取「參加表格」及「理財任務紙 /填色比賽紙」：
(i)

聯絡 3181 3888 安排到校派送；或

(ii)

按邀請信上的連結下載及列印派發給學生 (列印在白色 A4 紙) ；或

(iii) 將下載連結給予學生自行列印 (列印在白色 A4 紙)。
學校可選擇以下其中一個遞交方法：
(iv) 將學生完成的「理財任務紙 / 填色比賽紙」代為郵寄到以下地址；或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 7 號 2 樓
(信封面必須註明「我是聖誕老人」
（學校中文全名））
(v)

聯絡 3181 3888 安排到校收取學生完成的「理財任務紙 / 填色比賽紙」；或

(vi) 學校將學生完成的「理財任務紙 / 填色比賽紙」自行電郵至
ifec.scxmas@gmail.com ；或
(iv) 學校請學生將完成的「理財任務紙 / 填色比賽紙」自行電郵至
ifec.scxmas@gmail.com。
 注意事項
o

作品須為手繪或填寫在 A4 尺寸的「理財任務紙 / 填色比賽紙」
，概念呈現方
式不限

o

檔案不大於 10MB，格式為 JPG 或 PDF

o

電郵標題格式須為「我是聖誕老人」
（學生中文全名）

7. 截止日期
參賽者須於 2021 年 1 月 22 日（香港時間晚上 11 時 59 分）或之前提交作品。
學校組以郵戳的日期或本會的伺服器為準，公開組以本會的伺服器為準，逾期者恕不接
受。

8. 評審準則
幼稚園 K1-K3 組
o

切合主題 50%

o

創意 30%

o

整體美感 20%

小學小一至小六組
o

切合主題 50%

o

可行性 30%

o

創意 20%

9. 得獎名額及獎品
獎項

名額

獎品

冠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800）

亞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500）

季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300）

優異獎

10

獎盃及書券 （價值:$100）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1

獎盃及書券（價值:$5,000）

1

獎盃及書券（價值:$3,000）

1

獎盃及書券（價值:$2,000）

冠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800）

亞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500）

季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300）

優異獎

10

獎盃及書券 （價值:$100）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1

獎盃及書券（價值:$5,000）

1

獎盃及書券（價值:$3,000）

1

獎盃及書券（價值:$2,000）

學校組
幼稚園*

冠軍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亞軍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季軍
小學*

冠軍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亞軍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季軍

公開組
K1-K3

小一至小六

冠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800）

亞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500）

季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300）

優異獎

10

獎盃及書券 （價值:$100）

冠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800）

亞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500）

季軍

1

獎盃及書券（價值:$300）

優異獎

10

獎盃及書券 （價值:$100）

*大會將安排傳媒到得奬同學所屬學校採訪
所有參賽者可獲「理財小達人」手冊，提交作品可獲「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發出之證
書
10. 結果公佈
得獎結果 (得獎者姓名、學校名稱及班別) 將於 2021 年 2 月 10 日或之前在本會網站
及本會錢家有道 IFEC The Chin Family Facebook 專頁公佈。
11 .作品展覽及頒獎
暫定於 2021 年 3 月香港理財月期間舉行，具體安排視乎疫情發展。
12. 條款及條件
凡報名參加此活動，即被視為已細閱並同意及接納下列的條款及條件，並受其約束。
報名及作品


參賽者在登記報名時須為本港幼稚園或小學學生，並取得家長/監護人同意參加此活動，
未能符合者可能會被取消參加活動資格。



參賽作品一經遞交，不能修改、調換或退還。本會在收到參賽作品後，不會個別通知參
賽者。



於登記報名時，參賽者必須取得家長/監護人同意，並必須確保所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均
屬真實及正確，且不涉及未經同意的第三方資料。如參賽者所遞交的資料不正確、不實
或不完整，該參賽資格將被取消。如因參賽者而引致本會或任何第三方權利或利益受
損，參賽者須負上一切相關責任。本會將保留取消參賽者資格及／或要求該參賽者放棄
或退還已領取的獎品之決定權。



參賽者的作品不能含有任何廣告促銷內容、商業機構名稱、中介人及投資產品名稱、色
情、煽動性、不雅、鄙俗、粗穢或其他不當內容。如有違反者，本會有權取消其參加資
格及刪除。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及不會侵犯第三者的權利 (包括知識產權、保密權或私隱權或任何
其他權利)。如有違規，即被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參賽作品如抵觸任何法例，一切法律
責任將由參賽者承擔，本會概不負責。參賽者的家長/監護人須就全部訴訟、損失、損害
賠償、申索、付款要求、開支 (包括律師、代理人及專家證人收取的費用及開銷)，以及
為任何研訊程序及任何性質的法律責任達成和解而可能同意支付的償金及訟費，向本會
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其員工、人員、董事及代理人作出彌償，並使其完
全及有效地獲得彌償。



參賽者必須清楚並同意所有參賽作品及相片的版權將由本會擁有。本會有權將作品的圖
像、內容及參賽者姓名、班級及學校名稱以任何媒體形式展覽、出版、宣傳或作非牟利
用途，包括但不限於上載至主辦單位網頁和 Facebook 專頁。本會亦有權將作品的全部
或部份內容作出修改、翻譯、改編、使用、複製、廣播及派發，而毋須事先取得參賽者
同意或向參賽者繳付任何費用。
其他條款



任何原因而引致參賽者的遺失、損害、所遞交的資料有延誤或錯誤等情況，本會概不負
責。



本會及比賽評判的家屬均不得參加比賽。



本會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其員工、人員、董事及代理人不會就參與是次
比賽及／或使用獎品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本會有權隨時終止活動或更改任何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有關此活動及
／或其條款及細則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的爭議，本會擁有最終決定權。如有任何爭
議，本會擁有取消參賽者參加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獎項



所有獎品不能更改、找贖或兌換現金、兌換其他產品或優惠，不得轉售他人。本會非獎
品供應商，不對任何獎品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引致的責任，有關獎品之使用或任何疑問
請聯絡獎品供應商。



所有獎品於頒發後如有遺失或損毀，恕不補發。



比賽結果以評審團的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對比賽結果或排名提出異議。



本會將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或之前經電郵發出通知信，通知有關領取獎品安排，落選
者恕不另行通知。



於領奬時，家長/監護人或教師必須出示其本人香港身份證或其他有效文件，及得奬者
的香港身份證、學生證或其他有效文件以供核實身分。



如得獎者在得獎通知信指定換領期間內，仍未領取，或逾期未使用的獎品，則被取消資
格而不獲通知或賠償。



如本會無法透過所提供之電郵及電話號碼與得獎者取得聯絡，則被視為放棄論。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會將透過核對每位參賽者提供的個人資料，以確認參賽者的身份及其參加資格。如未
能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參賽者可能會被取消參加活動資格。



得獎者需提供姓名及聯絡電話/電郵作領取獎品之用，如得獎者未能提供，本會未必可
以向得獎者頒發獎品。有關聯絡資料將不會對外公開或用作其他宣傳用途。



本會將透過電郵向參賽者、家長/監護人及學校傳送本會的親子理財資訊。



除了同意加入投委會 Kids Club 的參賽者，由本活動索取的個人資料，將於任何跟進行
動結束之日起計第 90 天被刪除。



如欲查詢、查閱及／或改正本會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可致函本會個人資料私隱
主任(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18 號港島東中心 54 樓) ，提出此有關要求。



請注意，所有查閱資料的要求均應以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指明的表格提出，
有關表格可透過以下連結取得："查閱資料要求表格"。本會會按照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處理有關查閱及/或更正資料的要求。



請透過以下連結查閱本會的私隱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