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 SKIN 呈獻 
對話體驗 及 ohmykids 合辦 
⻘青少年及兒童繪本⽐比賽 2016 

⾮非凡經歷創造英雄故事 

你知道社會上不同的殘疾⼈人⼠士其實都是「超能英雄」嗎？ 

透過具啟發性的對話體驗旅程，讓我們深⼊入認識這群「多元⼈人才」People of Differences 的才能，再參與由
本地插畫家教授之創作⼤大師班，啟發創作充滿⼒力量的故事。 

冠軍將與著名創作⼈人林海峰及⼝口⾜足藝術家楊⼩小芳出版個⼈人繪本作義賣，為有需要的殘疾朋友籌款。 

組別 

兒童組 (6-12歲) 

少年組 (13-18歲) 

公開組 (19-25歲) 

獎項及榮譽 

各組別均設有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兩名 

個⼈人獎項 

冠軍｜港幣2,000元書券及出版繪本作義賣 

亞軍｜港幣1,000元書券 

季軍｜港幣500元書券 

優異獎兩名｜港幣100元書券 

各得獎者將獲頒證書以作⿎鼓勵，作品將作展覽⽤用途。 

團體獎項 

為了表彰最踴躍參與的學校、中⼼心等團體，⼤大會將頒發獎狀以作⿎鼓勵。 

活動⺫⽬目的 

• 建⽴立⼀一個持續平台培育插畫家及⽀支持本地繪本創作 



• 無限釋放⼩小朋友及⻘青年⼈人創意 

• 讓⼤大眾了解殘疾朋友的⽣生活及⼈人⽣生 

• 繪本義賣收益將捐贈⿊黑暗中對話(⾹香港)基⾦金會 ，⽀支持「多元⼈人才」追求夢想 

 活動時間表 

 如有任個問題，請於報名前向我們查詢，歡迎到 ohmykids Facebook inbox 我們或電郵
到 storybook@ohmyk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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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英雄 | NU SKIN 

主辦機構 | 對話體驗 & [ ohmykids ] 

宣傳伙伴 | 商業電台 

出版伙伴 | ⽩白卷出版社 

受惠機構 | ⿊黑暗中對話(⾹香港)基⾦金會      

報名詳情 | http://www.ohmykids.org/storybook2016 

電郵 | storybook@ohmykids.org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ohmykidshk 

#storybook2016 #NuSkin #DialogueExperience #ohmykids #DiDFoundation #林海峰 #商業電台 #⽩白卷出版社 @ohmykids 
@Dialogue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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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日期  2015年9月1至30日

「黑暗中對話」

旅程
 2015年9月1至12月31日

創作大師班  2015年10月25日;11月15及22日

提交作品  2016年1月1日至2月15日

公佈得獎名單  2016年3月15日

頒獎禮  2016年5月

https://www.facebook.com/ohmykidshk
mailto:storybook@ohmykids.org
http://www.ohmykids.org/storybook2016
mailto:storybook@ohmykids.org
https://www.facebook.com/ohmykid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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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詳情 

報名⽇日期 

2015年9⽉月1⽇日-9⽉月30 （晚上11時59分截⽌止） 

報名費 

港幣$150 (可換領「⿊黑暗中對話」旅程及創作⼤大師班⼀一次) 

⼊入數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戶⼝口號碼：098-742091-001 

⼾戶⼝口名稱：Ohmykids Limited 

*請於報名前繳交報名費，並保留銀⾏行櫃台「⼊入數證明」/⾃自動櫃員機(ATM)或網上轉賬證明，並寫上閣下
之英⽂文全名和電話號碼，於報名時上載有關證明⽂文件。 

*合資格領取綜援參加者可豁免報名費，請於報名時上傳由社會福利署發出之證明⽂文件。⼤大會將贊助200
名合資格領取綜援參加者免費參加「⿊黑暗中對話」旅程、無聲⼯工作坊及創作⼤大師班各⼀一次，先到先得，
請留意確認電郵的內容。 

證明⽂文件包括（只需上載其中⼀一份）： 

(1) 獲准通知書 或 

(2) 調整援助⾦金額通知書 或 

(3)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 

有關報名的條款及細則： 

(a) 參加者須於報名前過數到指定銀⾏行⼾戶⼝口及必須上傳正確⾦金額收據或網上過數⾴頁⾯面，如未能提供收據
及費⽤用不⾜足者，恕不接受； 
(b) 如不幸遺失或任何原因未能提供付款證明，主辦單位恕未能逐⼀一查核數據，參加者須重新付款及報
名； 
(c) 參加者不得中途轉名或臨時轉讓他⼈人參與； 
(d) 報名⽅方法只限網上登記，個⼈人報名之參加者如未滿18歲，需提供家⻑⾧長資料; 團體報名則須提供聯絡⼈人
資料； 
(e) 所有參加者資料將⽤用作⽇日後相關活動聯絡之⽤用； 
(f) 成功報名者將於三個⼯工作天內收到確認電郵； 
(g) 主辦單位擁有對活動之修改、更正或終⽌止權利，無需事先通知； 
(h)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前，請必先細閱及同意本活動之條款及細則，如有違反，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
参加或得獎資格，參加者須賠償主辦單位因此所產⽣生之損失； 
(i) 團體報名每次報名⼈人數上限為50⼈人，付款證明需提供正確⼈人數之⾦金額，如當中有合資格豁免報名費之
申請者，請連同證明⽂文件⼀一同上載到報名費繳付證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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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詳情 

規格： 
- 以社會上不同的殘疾朋友及「超能英雄」 為主題，創作12-20⾴頁可跨版的原創繪本，另附上作品封⾯面及
封底各⼀一版。 
- 歡迎以任何顏料、物料或⾵風格參加，如漫畫、油畫、⽔水粉彩、素描、⽔水墨畫、電腦繪畫或剪貼等，惟
不接受⽴立體 pop-up 裝置，另注意顏⾊色不要太淺，必須能清楚看⾒見內容。 
- 內⽂文可使⽤用中⽂文或英⽂文。 
- 每版尺⼨寸： 21 X 21cm 
- 每名參賽者只能提交⼀一份作品，否則取消資格。 
- 故事內容不限，惟必須以原創作品參賽。 
- 參賽作品背後必須貼上填妥的作品標簽。(請於本⾴頁「下載區」下載作品標籤) 

評審準則： 
1. 主題及故事概念 – 內容是否貼題、富感情、有意義及引⼈人⼊入勝 
2. 創意元素 – 內容是否具備原創性及出⼈人意表的情節及畫⾯面 
3. 視覺美感 – 視覺效果是否能配合主題並具美感 
4. ⽂文字修飾 – ⽂文字是否能令故事更豐富有層次 

提交⽇日期 ：2016年1⽉月1⽇日⾄至2⽉月15⽇日（以郵遞送達⽇日期為準） 

提交⽅方法： 
1. 將作品原稿郵寄到 ⻄西九⻯⿓龍通州街500號星匯居L1好單位 ohmykids 收 
2. 於辦公時間內 (星期⼀一⾄至五10:30-18:30) 將作品提交到 ⻄西九⻯⿓龍通州街500號星匯居L1好單位 ohmykids 

*由於參加⼈人數眾多，作品將不會歸還，如有需要，可於提交前⾃自⾏行複印。 

有關提交作品的條款及細則： 
(a) 參加者必須於截⽌止⽇日期前將作品送到指定地址，如郵寄過程中作品有任何損毀或遺失，主辦單位恕
不負責；建議以掛號郵寄，費⽤用由參加者承擔； 
(b) ⼤大會不接受抄襲或侵權之⾏行為，⼀一經證實，將取消該參加者參賽資格； 
(c) 若因侵權⽽而引致的⼀一切損失和有關法律責任，均由該參加者⾃自⾏行承擔；  
(d) 得獎者必須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將作品印刷、發⾏行及出售，得獎者須配合作品調⾊色、打稿、覆核資
料、印刷⽣生產⽇日期等事項； 
(e) 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及更改條款之權利，無須事先通知； 
(f) 得獎者須出席頒獎典禮及作品展。 

「⿊黑暗中對話」旅程 

為了讓是次參加者可以體驗多元⼈人才的⽣生活及感受，成功報名之參加者可換領⼀一次75分鐘「⿊黑暗中對
話」旅程。 



在全⿊黑環境中，導賞員將帶領參加者，以全新⾓角度欣賞這個世界，體會眼看不⾒見的精彩⾹香港！ 

詳情可參閱本⾴頁⾯面內「⿊黑暗中對話」旅程 分⾴頁。 

  

創作⼤大師班 

本地著名插畫家將於⼤大師班分享創作⼼心得，培育新秀，為未來插畫界作好準備。 

是次活動分為三個不同組別，包括兒童組（6-12歲)、少年組(13-18歲)及公開組(19-25歲)，由於年齡差別及
教授⽅方式有所不同，⼤大會特別為每個組別安排兩位導師教授及兩個時段選擇。 

出席插畫家包括⼝口⾜足藝術家楊⼩小芳；及本地⼈人氣插畫家Cowrice、⼩小克、⼤大泥、阿徐、迪嘉、夢特嬌全 ，
引領參加者⾏行⾛走創作路上，給⼒力⽀支持。 

在你填寫報名表時，選擇組別後，會⾃自動看⾒見可供選擇之時段，請揀選你的⼼心⽔水時段，我們會於三個⼯工
作天內以電郵回覆及確定你的申請。創作⼤大師班以先到先得⽅方式參與，額滿即⽌止。 

*參加者可選擇其中⼀一節。 

兒童組 

⽇日期｜11⽉月15⽇日(星期⽇日) 
時間｜10:00-11:00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日期｜11⽉月15⽇日(星期⽇日) 
時間｜12:00-13:00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少年組 

⽇日期｜11⽉月22⽇日 (星期⽇日) 
時間｜13:30-14:30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日期｜11⽉月22⽇日 (星期⽇日) 
時間｜15:00-16:00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公開組 

⽇日期｜10⽉月25⽇日 (星期⽇日) 
時間｜12:00-13:00 
地點｜好單位 －⼩小劇場 
地址 |  ⻄西九⻯⿓龍通洲街500號星匯居L1 



⽇日期｜11⽉月22⽇日 (星期⽇日) 
時間｜16:30-17:30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由於參加⼈人數眾多，可能未能安排你的⼼心⽔水之選，請⾒見諒。 
**參加者請提早15分鐘到達會場，全場不設劃位。 

!
創作⼤大師班的條款及細則： 

(a) 如臨時未能出席者，將不獲補堂或退錢； 
(b) 如活動當⽇日遇上1號或3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大師班將如常舉⾏行；若活動前兩⼩小時遇上惡劣天氣（紅⾊色
或⿊黑⾊色暴⾬雨／8號⾵風球或以上），活動將取消。若因其他特殊原因取消⼤大師班，主辦單位將會於活動當天（最遲
於活動前2⼩小時) 於ohmykids 網⾴頁及Facebook上公佈；並不會對參加者作個別通知及補堂，⽽而報名費⽤用將不會退還； 
(c) 出席當⽇日必須帶同成功報名之確認郵件； 
(d) 所有參加者在活動場地造成任何損失或意外，主辦單位恕不負責，請⾃自⾏行看管個⼈人物品； 
(e) 未得主辦單位同意，場內不得拍照、攝錄及錄⾳音； 
(f ) 場內不得飲⻝⾷食，請保持場地及設施清潔，不可使⽤用任何黏性物品及塗污，以免設施損毀； 
(g) 團體報名組別每20位參加者需有⼀一位負責⼈人同⾏行，如此類推； 
(h) 創作⼤大師班將以粵語進⾏行；  
(i) 12歲以下之參加者可由⼀一位家⻑⾧長陪同參與。 

!
「⿊黑暗中對話」旅程 

為了讓參加者親⾝身體驗多元⼈人才的⽣生活及感受，成功報名的參加者可換領75分鐘「⿊黑暗中對話」旅程⼀一次。 

⿊黑暗中對話旅程給你⼀一個與別不同的經歷。在全⿊黑環境中，導賞員將會帶領參加者，以⼀一個全新的⾓角度欣賞這個
世界，體味眼看不⾒見的精彩⾹香港！詳情請參閱「對話體驗」官⽅方網⾴頁 http://www.dialogue-experience.com.hk。 

登記⽇日期：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體驗⽇日期：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平⽇日場換領體驗時間 ：星期⼆二⾄至五  上午10:00 – 下午7:30（逢星期⼀一休館） 

假⽇日場換領體驗時間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10:00 – 下午7:30 

*參加者或需要在體驗當⽇日即場以現⾦金補回差額(視乎參加者⾝身份)，⽅方可參與活動，換票詳情 

個⼈人登記網⾴頁：http://www.dialogue-experience.com.hk/web/subpage.php?mid=6 
個⼈人登記⽅方法：按「⽴立即購票」，輸⼊入個⼈人資料及揀選時間，並輸⼊入報名確認電郵內提供之優惠券條碼，即可換
領⾨門票。 

團體登記網⾴頁：http://dialogue-experience.com.hk/ticket/chi/form/group.php 
團體登記⽅方法：輸⼊入資料及揀選時間，並輸⼊入確認電郵內提供之優惠券條碼，「對話體驗」收到你的報名後會於
三個⼯工作天內聯絡你。 

http://www.dialogue-experience.com.hk/
http://www.dialogue-experience.com.hk/web/subpage.php?mid=6
http://dialogue-experience.com.hk/ticket/chi/form/grou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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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票詳情 (適⽤用於個⼈人及團體參加者) 

!
有關「⿊黑暗中對話」旅程條款及細則： 
(a) 選擇⽇日期及時段以先到先得⽅方式於網上登記及確認；於網上購票時輸⼊入優惠券條碼，⽅方可獲優惠。 
(b) 體驗當⽇日須帶同分別由 ohmykids 及對話體驗所發出的報名確認郵件以核實⾝身份；ohmykids之確認郵件將於成功報名後三個
⼯工作天內以電郵寄出； 
(c) 8歲以上及⾝身⾼高超過95cm的參加者可以獨⾃自參與； 
(d) 6歲以上及⾝身⾼高超過95cm的參加者，須有家⻑⾧長同⾏行才能參與，同⾏行家⻑⾧長需⾃自⾏行購票；6歲以上但⾼高度不⾜足95cm⼈人⼠士因安全理
由，恕未能參與； 
(e) 如欲與參加者同⾏行參與體驗之⼈人⼠士，可於網上購票； 
(f) 「⿊黑暗中對話」旅程設有學⽣生優惠，請購票前細閱其網站。 
(g) 對話體驗及 ohmykids 保留更改及終⽌止優惠之權利，並不會作個別通知及退還報名費⽤用。 
(h) ⼤大會特別安排讓6⾄至8歲的參加者參與「⿊黑暗中對話」體驗，所列出之有關條款及細則只適⽤用於是次活動。 

!
對話體驗 Dialogue Experience 

查詢電話 | 2310 0833 

地址 | 九⻯⿓龍美孚景荔徑8號盈暉薈2樓215室 

網⾴頁 | http://www.dialogue-experience.com.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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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
星期二至五 

（平日場）

星期六及公眾假

期 

（假日場）

比賽參加者

非全日制學

生

補上差價 
$80

補上差價 $100

全日制學生 免費 補上差價 $10

同行者 

(須以正價購

票)

非全日制學

生
成人票 $160 成人票 $180

全日制學生 學生 $80 學生 $90

http://www.dialogue-experienc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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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參加者未滿6歲可否參加⽐比賽？ 
答： 未滿6歲參加者恕不接受申請。 

2) 可否同時報個⼈人及團體組別？ 
答： 每位參加者只接受⼀一次報名，⽽而且只能報⼀一個組別，重覆報名將不獲接受。 

3) 如報名後，未能參與「⿊黑暗中對話」旅程或創作⼤大師班，可以只參與⽐比賽嗎？  
答： 「⿊黑暗中對話」旅程或創作⼤大師班屬⾃自願性質參與，參加者可以只參與⽐比賽，但仍需繳付報名費⽤用。 

4) 我已報名參與繪本⽐比賽，如何換領「⿊黑暗中對話」旅程？  
答： 請登上 http://www.dialogue-experience.com.hk/web/subpage.php?mid=6 換領「⿊黑暗中對話」旅程⼀一次，請緊記輸⼊入報
名確認電郵內提供的優惠劵條碼，⽅方可獲得優惠。 
全⽇日制學⽣生之報名者： 
- 可選星期⼆二⾄至五上午10:00 –下午7:30任可時段 免費參與「⿊黑暗中對話」旅程⼀一次 
- 於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參與須即場以現⾦金補回票價差額港幣$10 
⾮非全⽇日制學⽣生之報名者： 
- 可選星期⼆二⾄至五上午10:00 –下午7:30任可時段 即場以現⾦金補回港幣$80換領「⿊黑暗中對話」旅程⼀一次 
- 於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參與須補回票價差額港幣$100 

團體報名之參加者： 
- 團體申請者(每⼀一張申請表上限50⼈人)可到 http://dialogue-experience.com.hk/ticket/chi/form/group.php 報名，請緊記輸⼊入報
名確認郵件內提供的優惠劵條碼，⽅方可獲得優惠。 
參加者同⾏行之朋友、家⻑⾧長或⽼老師： 
- 請於網上以正價購票。 
更多詳情，可參閱本網站「⿊黑暗中對話」旅程⾴頁⾯面。 

5) 創作⼤大師班沒有我想參與的時間或滿額了，怎麼辦？  
答 : 我們會以先到先得⽅方式安排並額滿即⽌止。如⼤大師班額滿，我們會於網上公佈，報名費⽤用不變，亦不設退款。 

6) 如果我遺失了報名費的收據怎麼辦？ 
答 : 對不起，我們未能安排個別賬單查核，請務必妥善保存完整收據，如不幸遺失，請⾃自⾏行到銀⾏行查詢或利⽤用網
上銀⾏行賬單，拍下成功付款的⽇日期、時間、⾦金額並寫上參加者名稱及電話給我們。如未能提供證明，須重新⼊入數
並提交收據。 

7) 團體報名可以參加創作⼤大師班嗎？ 
答 : 可以，與個⼈人參加者⼀一樣以先到先得⽅方法並額滿即⽌止，每個團體只可選擇同⼀一組別，請根據報名組別參加相

http://www.dialogue-experience.com.hk/web/subpage.php?mid=6
http://dialogue-experience.com.hk/ticket/chi/form/group.php


應的創作⼤大師班。每20個參加者，可讓⼀一位成年⼈人同⾏行照顧，成功報名之團體聯絡⼈人會於3個⼯工作天內收到確認
電郵，郵件中將有成功申請之⼤大師班⽇日期及出席⼈人數。 

8) 我是兒童組參加者，但希望參加公開組的創作⼤大師班，可以嗎？  
答 : 不可以。 

9) 創作⼤大師班可以帶朋友⼀一起來嗎？ 
答 : 由於座位有限，12歲以下參加者才可帶⼀一位⼤大⼈人參與。 

10) 團體參加者可以個⼈人名義報名參加創作⼤大師班嗎？ 
答 : 不可以。團體參加者要以團體名義參與創作⼤大師班，不可個別選擇不同時間⽇日期。 

11) 團體報名內有不同組別參加者，可否⼀一起報名？ 
答：不可以，每張團體表格只能報⼀一個組別，如有不同年齡參加者，請⾃自⾏行分組報名，每次上限50⼈人。 

12) ⾮非⾹香港居⺠民或⾮非⾹香港居住⼈人⼠士可以參加⽐比賽嗎？ 
答：可以。報名前請細閱條款及細則。若作品得獎，請務必出席2016年5⽉月舉⾏行之頒獎禮及展覽，否則主辦單位
可能拒絕其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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