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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製造玩具大賞  

 
參賽章程 
 
主辦機構 

 

合作機構
 

 
 

執行機構

宗旨 
發掘創新、優質、設計獨特的香港製造玩具，表揚業界的傑出成就。 
 

參賽組別 
 男孩/女孩/汽車玩具 
 嬰童/幼兒/學前玩具 
 STEAM / 教育玩具 
 桌遊玩具 
 創科/智能玩具 
 香港原創 IP /版權衍生玩具  

 

參加資格 
 參賽公司必須為香港註冊公司 
 參賽作品須經由內部或外判設計師設計的原創產品 
 參賽作品須註明設計師/設計團隊姓名 
 參賽作品須爲完整産品，部分産品或配件恕不接受 

 

參賽規則及條款 
 每家公司可提交最多三件參賽產品。 
 每家參賽公司須就其每件參賽產品提交填妥的報名表格、產品樣品、香港公司商業登記副本及所需文

件，如產品安全測試報告、環保認證、註冊設計及註冊專利等，連同三張不同角度的產品照片、一段
影片（如有）（不多於 1 分鐘，mp4 或 WMV 檔案格式）。資料不齊全的申請將不予受理。 

 主辦機構保留接受或拒絕申請參賽之權利。 
 參賽者須採取各項防護措施妥善將參賽產品運送到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不會就已提交的任何參賽產品

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責任。建議參賽者就其參賽產品自行安排有關産品責任保險事宜。 
 參賽產品如涉及智識產權，如版權或專利註冊等法律問題，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主辦機構有權酌情決定用任何形式展覽和/或公開展示得獎作品和其他參賽作品，並以得獎或入選參賽者

所提交的產品照片刊載得獎作品集，用於頒獎典禮、巡迴展覽或其他宣傳途徑。 
 退還落選參賽產品：參賽者須親身取回參賽產品，取件日期和時間將由主辦方另行通知。 
 所有參賽公司必須遵守以上規則，如有違反，主辦機構保留取消參賽公司的參賽資格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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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費用 
參賽費用全免。 
 
參賽日程 

2019 年 10 月 2 日 - 2019 年 11 月 1 日 作品徵集 

2019 年 11 月 1 日 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 作品提交 

2019 年 11 月份 作品評審 

2019 年 12 月 9 日 結果公佈 

2020 年 1 月份 退還落選參賽作品 

 
評選方式 
比賽之評審準則如下： 

 
比賽結果以評審團決定為准，主辦機構對評審結果保留最終決定權。 
 
申請程序 
請填妥申請表格，連同參賽產品及所需文件，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 或之前送抵主辦機構辦事處以作
評選。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8 號億京廣場 31 樓 
致：余愛屏小姐 / 劉心言小姐 
備註：提交的所有資料將絕對保密，主辦機構對評審結果保留最終決定權。 

      設計意念 / 原創性 (25%)
-           產品設計意念能夠加強用戶滿意度及效益，如持有外觀設計專利
-           形狀、圖案、顏色和其他驚喜元素
-           香港製造玩具：展示出設計原創性
-           持有由香港註冊公司製作，設計或許可證明

      產品實用性/安全性/環保性 (25%)
-           解決用家之難題和增加其使用的方便性
-           滿足用家對操作、使用、安全和易於保養的要求
-           預期用途的形象化
-           列明產品的環保性、可持續性、可修補性、耐久性、可再生和重複使用的能力
-           持有國際認可環保標籤或證書

      商業性 (25%)
-           展示出強大的銷售潛力
-           開發新興市場和新的目標客群
-           闡明有效的項目管理能力
-           價格和質量的競爭力

      專項性 (25%)
-           男孩/女孩/汽車玩具
-           嬰童/幼兒/學前玩具
-           STEAM / 教育玩具 : 通過遊戲學習有助發展特定的技能
-           桌遊玩具
-           創科/智慧玩具：產品的創新性，通過特別的性能、產品材料和技術能增加吸引力 
-           香港原創 IP / 版權衍生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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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結果 
 比賽結果將於 12 月 9 日（星期一）舉行的 2019 年香港玩具業週年晚會期間正式公佈，並進行頒獎。 

 
獎項及獎品 

 
 
 
 
 
 
 
 

得獎者專享 

 

得獎作品刊載於宣傳單張及行業雜誌 
分發予貴賓、專業買家及分銷商等 。 

 

得獎作品於香港、深圳及上海作巡迴展覽 
所有得獎產品及精選產品將於 2020 年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玩具展、2020 年國際
玩具及教育產品（深圳）展覽會、2020 年中國玩具展的得獎展示區中展示，並於
其宣傳渠道作推廣。  

 

授權使用「香港製造玩具大賞 」標誌  
得獎公司將獲授權使用其獲獎的「香港製造玩具大賞 」標誌作產品推廣/ 
宣傳/商業之用。  

 

獎座 
得獎者將於「2019 年香港玩具業週年晚會」獲頒贈獎座乙個。  

 
查詢 – 香港玩具協會 
余愛屏小姐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或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
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工商機構支援基金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 劉心言小姐 
電話：(852) 2732 3167 / (852) 2732 3170         傳真：(852) 2721 3494 
電郵：hktc@�ki.org.hk                       網頁：www.toyshk.org 
 

 最佳男孩/女孩/汽車玩具 
 最佳嬰童/幼兒/學前玩具 
 最佳 STEAM / 教育玩具 
 最佳桌遊玩具 
 最佳創科/智能玩具 
 最佳香港原創 IP /版權衍生玩具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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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BY HONG KONG” TOYS AWARDS 2019 
香港製造玩具大賞 2019 
Applica�on Form 報名表格 

Applica�on Deadline 截止報名日期: 1/11/2019 
 

To apply, please submit: 
 A completed applica�on form (one form per entry, maximum 3 

entries per par�cipa�ng company) 
 Hong Kong Business Registra�on copy from Hong Kong toy 

manufacturer 
 A packaged product sample 
 A short demo video clip (Max. 1 minute, MP4/WMV format) 
 3 photos taken at different angles of your entry (JPG format, 

1600 x 1200 pixel, the size of each graphic should be within 
1.5MB)  

報名時請提交: 

 已填妥的報名表格 (最多三件產品，每件產品須填寫一份表格) 

 玩具生產商之香港商業登記證副本 

 參賽產品的樣品連包裝 

 簡介短片 (片長不多於 1 分鐘，影片格式：MP4／WMV) 

 三張參賽作品不同角度的照片 

(圖片格式：JPG，1600 x 1200 像素，每張圖的檔案大小在 1.5MB

以內) 
 

Please submit the applica�on form and suppor�ng materials by: 
 Email: hktc@�ki.org.hk (with email �tle “Made by Hong Kong 

Toys Awards” applica�on) 
 Mail or hand carry:  
To: Federa�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31/F, Billion Plaza, 

 8 Cheung Yue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A�n: Ms Ico Yu / Ms Cindy Lau  

Please indicate “Made by Hong Kong Toys Awards” on the envelope) 

請將已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所需文件一併遞交： 

 電郵：hktc@�ki.org.hk 

(電郵主旨註明：報名參加「香港製造玩具大賞」） 

 郵寄或親自遞交： 

送交: 香港工業總會辦事處 

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8 號億京廣場 31 樓 

余愛屏小姐 / 劉心言小姐收 

信封上請註明：「香港製造玩具大賞」 

 

Please read the compe��on rules carefully before filling in the form. 
請在填寫下表前仔細參閱參賽章程。 
 

Part 1  Informa�on of Toy Manufacturer 
第一部分  玩具生產商資料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English)  

 

 (中文) 

Business Registra�on Cer�fica�on No.

商業登記證號碼 

 

                     

Name of Person in Charge 

負責人姓名: 

 

 

  Mr. 先生  

 Ms. 女士  
(請於適當方格「」  Please「」the box.) 

(English)  

 

(中文)  

Job Title 職銜: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   Mr. 先生  

 Ms. 女士  

(請於適當方格「」  Please「」the box.) 

 (English) 

   

 (中文)   

Job Title 職銜:    

Company Contact No. 公司電話:   Mobile No. 手提電話:  

Email 電郵:  

Company Address 公司地址:  
 
 

參考編號 Ref. No.：___________________ 

（由主辦機構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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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Descrip�on of par�cipa�ng products  
第二部分  參賽產品資料 

 
 

Product Name:  

 (English) 

產品名稱:  

 (中文) 

Name of brand name (if any) 品牌名稱 (如有):  
 
Par�cipa�ng Category 參賽組別 (Please “✓“ the box where appropriate. 請於適當方格「✓」。) : 
 

 Boys, Girls & Vehicles Toys 

 Baby, Infant & Preschool Toys 

 STEAM & Educa�onal Toys 

 Board/Card Game Toys 

 Technology & Innova�ve Toys 

 HK IP & Licensing Toys 

男孩/女孩/汽車玩具 

嬰童/幼兒/學前玩具 

STEAM / 教育玩具 

桌遊玩具 

創科/智能玩具 

香港原創 IP /版權衍生玩具  
 
Product Descrip�on 產品簡介: 

Including product concept, func�ons, elements of innova�on, benefits to users and other features  

包括產品概念﹑功能﹑創新元素﹑用家得著及其他特點 
(English descrip�on– max 15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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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簡介 – 不多於 150 字) 
 
 
 
 
 
 
 
 
 
 
 
 
 
 
 
 
 
 
 
 
 

 
 

Product Launch Date 產品首推日期: 

Countries and regions which the product is being sold 現時產品銷售國家及地區: 

Awards 曾獲獎項: 
Please list any awards or recogni�on received 請列出產品曾獲的獎項 

Product Safety & Product Cer�fica�on 產品安全性、產品註冊 
Please list, explain and submit relevant suppor�ng documents such as safety & tes�ng cer�ficates, etc. 
請列出、簡介並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如產品安全及測試報告等  

Eco-friendliness 產品環保性 
Please elaborate and submit evidence 請簡介及提交補充文件  

 

3 Product Photos 產品照片 3 張 
Please submit jpeg files (1600 x 1200 pixel, within 1.5MB) by email 請以電郵提交 jpeg 檔,每張圖的檔案大小在 1.5MB 以內)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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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Informa�on of Designer/Licenser 
第三部分 設計師／授權商資料 

（請於適當方格「」  Please「」the box. ） 

 Company 公司名義  Individual 個人名義

Name 姓名:

(English) 

(中文) 

Do you have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y 

Card? 

是否持有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是 Yes

 否 No

 先生 Mr.

 女士 Ms.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English) 

(中文) 

Hong Kong Business Registra�on No. 香港商業登記證號碼: 

Name of Person in Charge 負責人姓名: 

 先生 Mr.

 女士 Ms.(English) 

(中文) 

Part 4 Declara�ons 
第四部分 聲明 

1. My company warrants that our company has the right to use the concerned product or trademark for the Compe��on, and 
such uses does not cons�tute infringement on the rights of any third party.

本公司保證其有權使用有關產品或商標參賽而不侵犯第三者的任何權利。

2. My company agrees that the Organiser shall not incur any liability of any kind of reason of or arising out of the entry in this 
Compe��on and my company agrees to indemnify the Organiser against all ac�ons, claims, demands and expenses rela�ng 
to or arising therefrom.

本公司同意主辦機構不會因陳列或評選本公司之參賽作品而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並同意主辦機構如因本公司參加比

賽而遭受控訴而收到賠償要求或收到金錢損失時，一概由本公司負責。

3. My company agrees that the Organiser shall have the rights to publicize, exhibit and reproduce my entry for any purpose in 
connec�on with this Compe��on as considered appropriate.

本公司同意主辦機構在認為合適時，有權於此項比賽有關活動上，將公司之參賽產品予以宣傳、展覽及複製。

4. My company has read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 procedures, rules and responsibili�es, terms and condi�ons of the 
Compe��on. We assure that all informa�on provided are true and accurate. The Organis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disqualify 
any applicant in breach of the rules and regula�ons.

本公司已經細閱並同意及遵守是次活動之各項程序、參加者責任與權益、參條款及細則。以上填報資料均為屬實，如

有違反，主辦機構保留取消參賽公司的參賽資格之權利。

Signature 負責人簽署 Company’s Chop 公司蓋印 Date 日期 

Enquiries 查詢: 
Hong Kong Toys Council 香港玩具協會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 Ms Ico Yu / Ms Cindy Lau

余愛屏小姐 / 劉心言小姐 
Tel 電話: (852) 2732 3167 / 2732 3170
Email 電郵: hktc@�k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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