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金首饰设计比赛 2022 

参赛规则 

由香港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主办，香港贸易发展局及世界黄金协会赞助；九

龙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中宝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中心及粤港澳大湾区

珠宝设计师联盟协办；香港三维打印协会、香港知专设计学院、香港高等教育科

技学院、广州迪迈智创科技有限公司、郑敬诒职业技术学院、创点科技有限公司

及周大福大师工作室为支持机构，第十九届「足金首饰设计比赛 2 022 」，欢迎

各界人士参加，比赛分为公开组、时尚 K 金组及学生组外，另设「工艺奖」、

「包装(陈列)设计奖」、「市场价值奖」、「设计创意奖」等奖项；以世界黄金

协会「古金中外．融会创新」设计理念之「传．承」、「创．新」及「硬．金」

为主题组别。      

比赛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草图评审，草图可以手绘及电脑绘图参赛，设入

围草图奖状；第二阶段为入围草图以三维打印制作模型参赛；第三阶段为三维打

印模型制成足金实物参赛，评判团选出得奖作品。若得奖制作公司为香港国际珠

宝展 202 2 之参展商，其参展摊位内将展示得奖之恭贺横额。 

  

一)比赛目的- 1.提高足金首饰的创作和工艺水平 

                - 2 .促进足金首饰本地及海外的销路 

                -3.鼓励创意产业，迎合市场需求 

  

二)组别、主题组别、首饰类别及另设奖项 

组别—公开组—对足金首饰设计有兴趣之人仕(足金成色为不低于 999)     

—时尚 K 金组—成色不低于 750 

—学生组—全日制学生     

主题组别：「传．承」．「创．新」．「硬．金」 

   首饰类别： ‧戒指  ‧耳环  ‧项链  ‧手镯  ‧针坠  ‧另类首饰 

—必须由上述首饰类别中选择两款或以上组合成一个参赛作品。 

          —每位参赛者于每个主题组别内不得递交超过两份作品，每份设计必须附带 

一份参赛表格。 

  —每份手绘草图或电脑绘图必须裱于不多于两张 A4 (297 m m 乘 2 10mm) 

尺寸硬卡纸上，并另页以文字叙述设计概念，连同报名表格递交本会。 

  

三)奖品 

    奖项—每组主题组别设冠、亚、季军 

    奖金—每组主题组别冠军港币$ 5,000 、亚军港币$ 3,000 、季军港币$ 2,000 

            学生组冠军港币$ 2,000 、亚军港币$ 1,000     



    ．工艺奖(按其工序及手艺精致评审) ，奖金港币$ 2,000 

    ．包装(陈列)设计奖(须与入选实物一并递交) ，奖金港币$ 2,000 

    ．市场价值奖(须与入选实物一并递交) ，奖金港币$ 2,000 

    ．设计创意奖，奖金港币$ 2,000 

  

四)评审标准 

—将按迎合市场需求之 1.实用性及销售能力占(30 分) 、2.灵活运用足金特性 

及创意占(30 分) 、3.工艺占(20 分) 、4.美观占( 10 分)及 5 .故事性占(10 

分)作出评选。 

—评判团将从每组别中选出入围草图作品，通知入选者把设计以三维打印制 

成实物进入第二阶段比赛； 

—评判团将从第二阶段选出三维打印作品制成足金实物进行决赛。 

—评判团从第三阶段选出得奖作品。(参赛者须附 2 分钟内视频，陈述设计元 

素、风格及工艺) 

  

五)参赛条款 

—参赛草图(手绘及电脑绘图) 、三维打印模型实物及首饰制成品上均不得注明

参赛者或制作公司名称或标记。为公平起见，各参赛者于评选前后，均以编

号代替。 

—足金首饰可加入其他物料，如半宝石、珍珠、钻石、宝石、翡翠等；其比例

不得超过 20% ，不能用玻璃及塑胶等物料。 

—除时尚 K 金组外，所有依入选设计制成的首饰须用成色不低于 999 的足金制

造。 

—时尚 K 金组比赛作品成色不低于 750 ，可加入足金或其他物料，如半宝石、 

珍珠、钻石、宝石、翡翠等；其比例不得超过 20% ，不能用玻璃及塑胶等 

物料。 

—如制成品与原来设计不符，成色不符标注或成色不足，其参赛资格将予取 

消。 

—得奖者不得于本会公开发表获奖名单之前，对外作任何公布及宣传。 

—参赛设计及产品在主办机构保管期间将获得小心处理。惟遇人力不可抗拒之 

事，或因作品制作不良、或托运期间意外、遭受损坏或遗失，主办机构概不 

负责。参赛者须自行考虑及安排为作品购买适合保险。 

  

六)得奖作品概交由本会、香港贸易发展局及世界黄金协会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区 

作公开展览。 

  



七)本会有权将所有作品制成各类载体供日后展览或其他用途。 

  

八)获奖首饰交还得奖制作公司后，得奖制作公司须保存不少于十二个月，以便主 

办单位作宣传或公开展览之用。 

  

九)参赛者一经参与比赛即表示已同意本参赛规则所有内容，并同意主办机构按照 

比赛规定收集、使用、披露及保留参赛者的个人资料。 

  

十)主办机构保留任何更改本参赛规则之权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十一)倘若本参赛规则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冲突及不符，以中文版本为准。 

  

十二)所有入围者将获专函通知有关领回参赛作品之安排，如有逾期未领回而 

造成任何损失，主办机构概不负责。 

  

十三)参赛设计图请交往：香港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 178 号香港珠宝大厦十三楼 

                            或电邮：chukkam2022@gmail.com    

                                 (如欲查询详情，请致电 25439633) 

  

  

  

  

足金首饰设计比赛 202 2 时间表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手绘草图或电脑绘图尺寸不多于一张 A4 大小(档案为 pdf 及 jpg 不大于 70MB ) ，并另页以文字

叙述设计概念，连同报名表格在该日前递交本会。 
  
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星期一) 
入选者获通知草图制造三维打印模型实物。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一) 
入选者获通知将三维打印模型实物制成足金实物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日(星期一) 
足金实物须于该日前送交本会指定地点。 
  
二零二二年三月份 
宣布获奖名单及举行颁奖典礼。 



  

2022 足金首饰设计比赛–设计潮流 

  

古金中外•融会创新 

  

黄金，古今中外都备受爱戴，象征尊贵的身份，代表美好的事物。时间转移，但

黄金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涵意依然不变。 

历史长河上，黄金在中外不同文化的领域体现人类智慧，成为传承的标记。黄金

跨越了文字、语言，结合人类的精神和艺术成为流传后世的瑰宝。黄金在文化传

承上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世界各地不同的文明都满载博大精深的睿智，使人类的心灵和生活更形美好。创

新的思维不但令人类更深入的了解世界、宇宙，也缩短了人类沟通的距离。黄金

在文明和科技突破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实际功能。  

近年科技突飞猛进，黄金首饰制作工艺有所突破，大大提升足金的硬度至 1 8K

金的程度，让更多复杂的设计可以随心所欲的表现出来，同时也令足金首饰不容

易变形和刮损。黄金在制作工艺上与先进科技同步并进。  

中国珠宝金饰市场因应市场结构性改革以及消费升级的趋势发展，珠宝企业引进

文创理念以及深入研究传统工匠技艺，提升金饰产品的精致度与工艺技法。源自

中国宫廷打造金饰珠宝的工匠技艺，如：花丝、錾刻、锤揲、镶嵌、鎏金、搂

胎、修金等被广泛运用到现代黄金首饰制作。名为「古法金」的黄金首饰品种快

速席卷消费者的目光，并且得到消费市场的积极反响。  

我们可以通过探索古今中外的文明发展，融会时代的设计理念，加上不同的黄金

工艺技法，去突破自己的想像框框，创作一份由现代心灵出发的黄金作品，以当

代的想像力，多元的展现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的精神面貌。 

  

设计主题: 「古金中外•融会创新」，循以下 3 个方向发展。 

 传•承 - 世界上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背景、历史，建立起各自独特的文化。 

当中的文化底蕴、内涵和价值，都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历史文物、建筑、 

艺术、思想、工艺技法等流传、承载至万世。              

创•新 - 时代进步，科技一日千里，以前从未想像过的，今天已经是平凡的日 

常。不要被今日的框框限制你的思想，放开束缚，由心灵出发去寻找未 

知；大胆发挥，尽量运用科技才是创作新意的基石。              

硬•金 - 硬足金已经形成一股新浪潮。发挥时代的创意，充分利用硬足金的物理 

优点，结合不同的浇铸与中空电铸制作技术、新颖物料、时尚搭配等， 

加上独树一帜的设计概念，令黄金首饰体现多元的世代气息。              

   



足金首饰设计比赛 20 22 报名表格                          
(请用正楷填写) 
参加者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      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头四个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____________________ 
职      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制 造 公 司：(三维打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制 造 公 司：(足金实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将适用者√ ) 
组别        □公开组       □时尚 K 金组(成色不少于 750)       □学生组            
主题组别    □传．承       □创．新       □硬．金   
饰品包括(至少由两款组合而成)  □戒指   □耳环  □项链    □手镯    □针坠    □另类首饰                     
参赛饰品说明  物料明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题(作品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概念：(必须另页填写与草图呈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个主题组别不得超过两份作品，每份设计必须附带一份参赛表格。 
声明：本人为参赛作品之原创者，并保证该设计为本人全新设计之作品，任何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

商标、专利、外观设计、版权等)迄未转让，亦未曾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区之公开设计比赛中参赛或获奖。

本人愿意遵守主办机构所订有关比赛之一切规则及同意评判团之裁决，若本人之参赛设计获选第一阶段及第

二阶段后，本人同意将设计图样制成三维打印模型及第三阶段后足金实物，并于限期前送达贵会。参赛设计

及产品如涉及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主办机构概不负责。参赛设计及产品的知识产权皆为参赛者拥有，参赛

者需自行保障其设计及产品之知识产权，有关知识产权的转让问题，在比赛结果正式公布后方可随意自行安

排。如参赛设计及产品被发现违反任何知识产权条例等法律问题导致主办机构遭受损失或被第三方追究，主

办机构保留向本人追究相关损失及法律责任的权利。若本人参赛组别为学生组，则必须获得父母或监护人确

认以上声明  

                                               参赛者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监护人签名(如涉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妥之报名表格及参赛作品设计图样须于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五时前送交：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78 至 180 号香港珠宝大厦十三楼香港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电话：2543 9633   
或电邮：chukkam2022@gmail.com   
递交报名表格须同时连同设计图稿两份(一个 pdf 档案及一个 jpg 档案) 
每一份参赛作品之档案只限于单页 A4 大小( 297mm 乘 210mm )不论同一页面内包含之首饰件数 
每个档案不大于 70MB 。 
成功提交申请后将收到确认电邮。 
透过电邮递交者无须重复提交列印版之图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