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處 AED Box牆身設計比賽 2021 

背景 

盡早施行心肺復甦法並配合自動心臟除顫器(AED)作出拯救，是拯救心臟驟停患者生命最有效的方

法。消防處社區應急準備課於早年開始積極研究，如何可以讓市民在遇到心臟驟停患者時，能盡早

取得 AED 以加強拯救生命的效率。本處已於 2021 年 6 月公布 「AED 睇得到 用得到」計劃 (新

聞公報：https://bit.ly/3j0V8Li)。計劃由消防處牽頭，鼓勵政府部門及公私營機構逐步增加香港各

處可供公眾人士睇得到、用得到的 AED 數量，並教育市民在遇上緊急事故時盡速取用 AED，提升

拯救生命的效率，進一步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 

比賽舉辦目的 

消防處率先在全港超過 100 間消防局及救護站外添置供公眾人士於緊急時使用的 AED，並以 「任

何仁」的圖像協助推廣「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AED」的信息，本處舉辦此活動目的是希望進一步推廣

「AED 睇得到 用得到」宣傳教育信息，讓市民發揮創意，踴躍參加比賽，讓公眾對 AED 的重要性

有更深的認識。 

主題 

是次比賽主題為「AED 睇得到 用得到」，計劃詳情可參考以下消防處 Facebook 專頁連結: 

1. 【AED 睇得到 用得到】正式公布 - https://bit.ly/3kC15ix 

2. 【任何人都可以睇得到 用得到 】 - https://bit.ly/3eIoPOi 

3. 【介紹返 搵 AED 新方法 】- https://bit.ly/3zfl8Y2 

4. 【AED 準備就緒 隨時候命 】 - https://bit.ly/2UqHYNS 

5. 【任何仁將任務交咗畀邊個❓】 - https://bit.ly/385YM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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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比賽須知 

1. 參加者可在消防處網頁「最新消息 - 消防處 AED Box 牆身設計比賽 2021」下載印有「任何

仁」AED Box 圖片的牆身設計比賽底稿。 

2. 每幅作品須根據每個不同組別的指定尺寸範圍內設計，作品需印有本處提供的「任何仁」AED 

BOX 圖片於指定位置，該圖的位置不可更改，遞交沒有該圖片或該圖並不在作品的指定位置

上恕不接受。 

3. 參賽作品必須是原創作品，不得抄襲或二次創作他人的創作、設計或商品。 

4. 如發現入選作品的任何部分有抄襲他人作品之嫌，或盜用他人的版權，本處有權取消參賽者之

參與資格，有關任何法律問題由該參賽者自行負責。 

5. 作品內容不得含有色情不雅、血腥暴力、不法成分或涉及敏感題材，更不得引導他人進行不當

或危險行為，亦不得引致本處聲譽或專業形象受損。 

6. 所有參賽作品一經提交，不可再作修改。 

7. 得獎作品的版權由部門擁有，部門如發表參賽者的得獎作品，不會向參賽者另發稿酬。 

8. 消防處有權修改、複製、使用、出版、派發參賽作品作宣傳用途而無須取得參賽者的同意，而

參賽者姓名經參賽者同意後可能會被展示。 

9. 消防處有權在未有事先公布的情況下修訂比賽規則，而對有關的規則和比賽結果亦保留最終決

定權。 



繪畫比賽規則 

1. 每位參賽者只限遞交一幅畫作。參賽者可自行決定主題名稱是否出現在畫作上。 

2. 每位參賽者請選擇所屬組別的牆身設計比賽底稿作設計，錯誤尺寸圖或「任何仁」AED Box 圖

片非在指定位置不予接受。 

3. 作品須為親自彩色繪畫，不接受電腦繪圖方式。 

4. 只限平面創作繪畫、彩繪媒材不拘(例如:彩色筆、彩色鉛筆、蠟筆、水彩...等)。 

5. 每幅作品呎寸為 A4 (210mm×297mm) 或 A3 (297mm x 420mm), 其他紙型不予接收。 

6. 作品只接受畫於紙張或油畫布上, 其他如木板等物料匀不予接受。 

電腦平面設計規則 

1. 每位參賽者只限遞交一幅畫作。參賽者可自行決定主題名稱是否出現在畫作上。 

2. 每位參賽者請選擇所屬組別的牆身設計比賽底稿作設計，錯誤尺寸圖或「任何仁」AED Box 圖

片非在指定位置不予接受。 

3. 參賽者可用任何電腦軟件進行設計。 

4. 參賽作品需以平面圖像創作，不接受 3D 立體圖像或其他形式圖像。 

 

   



 評審 

1. 評審小組由消防處社區應急準備課人員擔任。 

2. 繪畫評審準則包括： 

 切合主題及教育意義 (40%) 

 創意及趣味性 (30%) 

 美術 (30%) 

3. 電腦平面設計評審準則包括： 

 切合主題及教育意義 (40%) 

 創意及趣味性 (30%) 

 電腦繪畫技巧運用(30%) 

 

參賽組別 

每位參賽者只可提交作品一份（得獎者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領取獎品）。 

繪畫組: 

1. 少年組：11 歲或以下 (請使用附錄 I - 參考圖及附錄 II - 牆身設計比賽底稿) 

2. 青年組：12 - 17 歲 (請使用附錄 III - 參考圖及附錄 IV - 牆身設計比賽底稿) 

3. 成人組：18 歲或以上 (請使用附錄 V - 參考圖及附錄 VI - 牆身設計比賽底稿) 

電腦平面設計組: 

1. 少年組：11 歲或以下 (請使用附錄 VII - 參考圖及附錄 VIII - 牆身設計比賽底稿) 

2. 青年組：12 - 17 歲 (請使用附錄 IX - 參考圖及附錄 X - 牆身設計比賽底稿) 

3. 成人組：18 歲或以上 (請使用附錄 XI - 參考圖及附錄 XII - 牆身設計比賽底稿) 



獎項 

少年組、青年組及成人組 

冠、亞、季軍各一名、優異獎多名  

冠軍：HK$ 1000 元書籍禮券及精美紀念品一份  

亞軍：HK$ 800 元書籍禮券及精美紀念品一份 

季軍：HK$ 500 元書籍禮券及精美紀念品一份 

優異獎：HK$ 300 元書籍禮券及精美紀念品一份 

＊得獎作品有機會用作消防處 AED Box 牆身的設計 

 

遞交作品 

繪畫組： 將參賽作品完整拍照或掃瞄，以電郵方式將圖片檔案送交至

aedwalldesign_cep@hkfsd.gov.hk。 

電腦平面設計組: 將作品圖片檔案以電郵方式送交至  

aedwalldesign_cep@hkfsd.gov.hk。 

注意事項 

電郵主題請註明「消防處 AED Box 牆身設計比賽 2021」及「參賽組別」。 

作品圖片檔案名稱需註明為「消防處 AED Box 牆身設計比賽 2021」_「中文姓名」 

遞交作品時必須清楚註明參賽者之中英文姓名，年齡(以截止報名日期為準)以及聯絡方法(包括手提

電話及電郵)。 

電子繳件之圖檔格式為 JPEG 或 PDF，檔案容量建議為 1MB ~ 1０MB 內，如因檔案太小或拍攝模

糊，將不另行通知補件。  

＊如有未盡事宜，本處將保留最終解釋權。本處有權拒絕任何資料不詳完成作品參賽。 

mailto:將作品圖片檔案以電郵方式送交至%20aedwalldesign_cep@hkfsd.gov.hk
mailto:將作品圖片檔案以電郵方式送交至%20aedwalldesign_cep@hkfsd.gov.hk


截止日期 

比賽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0 月 15 日。逾期提交的作品將不獲受理。 

公布結果 

比賽結果將於香港消防處社交媒體公布，得獎者將有專人另行通知。得獎者請保留原有作品，本處

有機會邀請得獎者提交原有作品／作品原檔作宣傳用途。 

查詢 

如有查詢，請聯絡消防處消防安全總區社區應急準備課 

地址: 香港新界馬鞍山鞍山里 1 號消防處馬鞍山辦公大樓 

電話: 2197 3663  

電郵: aedwalldesign_cep@hkfsd.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