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演藝術

香港學校朗誦挑戰賽：2013年11月16日 地點：香港小童群益會

中華才俊兒童藝術家年獎：2014年2月22日 地點：香港小童群益會禮堂

第十屆中華國際朗誦節：2014年3月16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

第七屆中華國際誦藝匯演：2014年5月4日 地點：香港科學館

第十一屆亞太兒童朗誦節： 2014年8月中 地點：待定

第五屆香港兒童音樂邀請賽：2014年8月中 地點：待定

視覺藝術
1. 英國國際兒童美術比賽： 2013年12月12日截止

2. 第18期亞太兒童藝術家繪畫比賽：2013年12月30日截止

3. 第42屆捷克LIDICE國際兒童美術展：2014年2月19日截止

4. 中華才俊兒童繪畫藝術家年獎：2014年2月15日截止

5. 第4屆澳洲布里斯本兒童美術節：2014年2月28日截止

6. AGE綠色地球兒童繪畫比賽2014：2014年5月31日截止

7. 第3屆北京京華藝術節兒童繪畫比賽：2014年6月30日截止

8. 第19期亞太兒童藝術家繪畫比賽：2014年7月31日截止

9. 第3屆亞太兒童繪畫藝術金像獎：2014年8月19日舉行

綜合智能
1.第4屆中華兒童數學大賽: 2014年5月24日

2.第3屆香港兒童拼音朗讀大賽： 2014年5月24日

3.第2屆香港兒童記憶金盃賽：2014年5月24日

4.第10屆亞太兒童故事王：2014年5月24日

5.第6屆博雅數理挑戰盃： 2014年8月9日

6.第4屆香港兒童常識問答比賽：2014年8月9日

7.第3屆香港兒童故事聆聽比賽：2014年8月9日

8.2014中華才俊兒童智力競賽大獎：2014年12月23日

1.運動體能
香港才俊兒童運動員選舉：2014年6月

中華才俊兒童運動員年獎：2014年12月

2. 國際考試
劍橋考試：

Trinity GESE會話考試

Trinity Guildhall 考試

聯絡： 28052525



報 名 表 日期:

参賽者(英文): (中文): 性別:

出生日期: 家長姓名:

電郵: 手提電話:

地址:

就讀學校: 級別:

教育中心: 電話:

2013-2014 表演藝術比賽項目 Performing Arts Competition

香港學校朗誦挑戰賽：2013年11月上旬 第七屆中華國際誦藝匯演：2014年5月底

中華才俊兒童藝術家年獎:2014年2月下旬 第十一屆亞太兒童朗誦節：2014年8月中

第十屆中華國際朗誦節：2014年3月中 第五屆香港兒童音樂邀請賽：2014年8月中

每項HK$280 同時報名6項或以上 每項只需 HK$250

幼兒PN/K1組  幼兒精英組  小學五、六年級  中學初級組 

幼兒K2組  小學一、二年級  小學精英初級組  中學高級組 

幼兒K3組  小學三、四年級  小學精英高級組  *精英組：任何比賽曾經獲獎

Chinese Young Talents 

Awards

中華才俊兒童藝術年獎

（2月22日舉行）

English Solo Verse 普通話詩詞獨誦 粵語 詩詞獨誦

English Solo Prose 普通話散文獨誦 粵語 散文獨誦

English Solo Story 普通話故事演講 粵語 故事演講

繪畫藝術 歌唱藝術 音樂舞蹈

The 10thCIS Speech Festival

第10屆中華國際朗誦節

（3月16、23日舉行）

English Solo Verse   普通話古詩 粵語古詩

English Solo Prose 普通話詩文 粵語詩文

Tongue Twister 中文繞口令 中文唱藝

第7屆中華才俊誦藝匯演
（5月4日舉行）

English Solo Verse  普通話獨誦 粵語獨誦

English Duo  Verse  普通話合誦 粵語合誦

第十一屆
亞太兒童朗誦節

（8月中）

English Solo Verse  普通話古詩 粵語古詩

English Solo Prose 普通話新詩 粵語新詩

English Reading 中文繞口令 中文朗讀

亞太兒童故事王 2014 English Solo Story 普通話故事演講 粵語 故事演講

第五屆香港兒童音樂邀
請賽（8月中）

English Solo Vocal  普通話獨唱 粵語獨唱

English Duo Vocal  西樂器獨奏 中樂器獨奏

截止報名：比賽前三週截止 付款：中國銀行 PKU Centre 01256110065375

賽程安排：EMAIL、WHATSAPP通知 報名：付款單連報名表傳真至 2805 2929 或

EMAIL: pkucentre@gmail.com比賽詳情：請查閱每項比賽規章



2013-2014 視覺藝術比賽項目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2013英國國際兒童美術比賽：2013年12月12日截止 AGE綠色地球兒童繪畫比賽2014：2014年5月31日截止

第18期亞太兒童藝術家繪畫比賽：2013年12月30日截止 第3屆北京京華藝術節兒童繪畫比賽：2014年7月2日截止

第42屆捷克LIDICE國際兒童美術展：2014年2月19日截止 第19期亞太兒童藝術家繪畫比賽：2014年7月31日截止

中華才俊兒童繪畫藝術家年獎：2014年3月8日截止 第3屆亞太兒童繪畫藝術金像獎：2014年8月中旬舉行

第4屆澳洲布里斯本兒童美術節：2014年3月22日截止 2014年香港兒童視覺藝術邀請賽：2014年11月11日截止

報 名 表 報名日期：

參賽者(中文）： (英文) ： 性別：

出生日期： 國籍及母語：
家長姓名： 手提電話：
電話： 電郵：
地址：
就讀學校： 級別：
推薦畫室或導師： 電話：

每項HK$135/作品 一幅作品同時報名參加7項 每項只需 HK$125

幼兒初級 （3-4） 兒童初級 （7-8） 兒童高級 （11-12） 青少年 （17 -20）

幼兒高級 （5-6） 兒童中級 （9-10） 少年（13-16） 

2013 UKCFAE
英 國 兒 童 美 術 比 賽

Submission Period: 1-9-2013 to 12-12-2013 Title：Family Farming

No. of Submission: 1. 2.  3.  4.  5.

第18期 APC亞太兒童

藝術家繪畫比賽

報名日期：1-9-2013至 30-12-2013 特設最高評分大獎

四季 城市和鄉村 校園生活

農家樂 好朋友 創意無限

水彩油彩組□ 書法國畫組□
動物世界 我的家 自選題

蠟筆粉彩組 □ 木顏色素描□ 畫題：

42th 捷克兒童美術展
2014年2月19日截止

Submission Period：1-9-2013 to 19-2-2014

Submission 1:   Submission 2: 

Family Farming Our Garden & Field

中 華 才 俊 兒 童 繪 畫
藝 術 家 年 獎

報名日期: 1-9-2013 至 28-2-2014 參賽者可預備一至二幅
最佳畫作，參加專題或
自選組的比賽

專題：中華掠影 自選題

畫題： 畫題：

2 0 1 4 年 度 第 4 屆

澳洲布里斯本兒童美術節

Submission Period：1-9-2013 to 22-3-2014 Unlimited Submissions

My Country  Sunshine State  Natural World 

Family Farming  Park and Garden  Home & School 

截止報名： 請參照每項比賽的截止日期 付款：支票 – 抬頭開付 PKU CENTRE

結果公佈：EMAIL WHATSAPP  報名： 作品連報名表格及有關費用支票或存款單

寄 九龍亞皆老街33號「PKU CENTRE」收。畫作規格：A4/ A3均可，其他規格可向大會查詢



2013-2014 視覺藝術比賽項目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2013英國國際兒童美術比賽：2013年12月12日截止 AGE綠色地球兒童繪畫比賽2014：2014年5月31日截止

第18期亞太兒童藝術家繪畫比賽：2013年12月30日截止 第3屆北京京華藝術節兒童繪畫比賽：2014年7月2日截止

第42屆捷克LIDICE國際兒童美術展：2014年2月19日截止 第19期亞太兒童藝術家繪畫比賽：2014年7月31日截止

中華才俊兒童繪畫藝術家年獎：2014年3月8日截止 第3屆亞太兒童繪畫藝術金像獎：2014年8月中旬舉行

第4屆澳洲布里斯本兒童美術節：2014年3月22日截止 2014年香港學校視覺藝術節：2014年11月11日截止

報 名 表 報名日期：

參賽者(中文）： (英文) ： 性別：

出生日期： 國籍及母語：
家長姓名： 手提電話：
電話： 電郵：

地址：
就讀學校： 級別：
推薦畫室或導師： 電話：

每項HK$135/作品 一幅作品同時報名參加7項 每項只需 HK$125

幼兒初級 （3-4） 兒童初級 （7-8） 兒童高級 （11-12） 青少年 （17 -20）

幼兒高級 （5-6） 兒童中級 （9-10） 少年（13-16） 

美國AGE  兒童繪畫比
賽 2014年5月31日截止

Submission Period: 1-1-2014 to 31-5-2014 Title 1：Family  Farming
Title 2：EP Concept
Title 3：Natural WorldNo. of Submission: 1. 2.  3. 

第3屆北京京華藝術節

兒童繪畫比賽

報名日期：2-1-2014 至 2-7-2014 提交作品數目不限，每

個題材可以提交多於一

幅作品。

中華大地 自然世界

我愛我家 生活記趣

畫題：

第19期APC亞太兒童
藝術家繪畫比賽

報名日期：1-2-2014 至 31-7-2014 特設最高評分大獎

夏日炎炎 秋天到 學校記趣

水彩油彩組□ 書法國畫組□

大自然世界 繁忙的都市 綠色家庭

我的夢想 最愛的食物 自選題

蠟筆粉彩組 □ 木顏色素描□ 畫題：

第3屆亞太兒童繪畫藝術

金 像 獎

報名日期: 1-3-2014 至 18-8-2014 參賽者可預備二幅最佳
畫作，即場評選。

專題 1：農村樂 專題2：自選

2014年度

香港學校視覺藝術節

報名日期： 1-5-2014 至 11-11-2014 按學校級別分組，每人

可以挑選三幅作品參賽，

特設「學校藝術」大獎。1: 學校 2: 關愛  3: 自選 

截止報名： 請參照每項比賽的截止日期 付款：支票 – 抬頭開付 PKU CENTRE

結果公佈：EMAIL WHATSAPP  報名： 作品連報名表格及有關費用支票或存款單

寄 九龍亞皆老街33號「PKU CENTRE」收
畫作規格：A4/ A3均可，其他規格可向大會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