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20th Macao Fashio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for the Youth

比賽日期  :  2021年8月17至20日
截止報名日期  ：  2021年7月5日

        第20屆
澳門青少年
時裝技術大賽

比賽主題：

電話：(853) 8898 0701  
 談小姐 / 鍾小姐
電郵：cfi-rita@cpttm.org.mo / 
               cfi-kawengchong@cpttm.org.mo

查詢詳情

我的智慧城市

獎項

於2021年7月5日年滿15至20週歲
並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

冠軍　　　　　　奬金3,500澳門元及奬座
亞軍　　　　　　奬金2,500澳門元及奬座
季軍　　　　　　奬金1,500澳門元及奬座
最佳工藝獎　　　獎金800澳門元及獎座
最佳創意設計獎　奬金800澳門元及奬座
最具潛力新秀獎　奬金800澳門元及奬座
優秀獎(3名)　　   奬座

比賽內容

參加資格 報名費用：300澳門元

設51小時賽前培訓班
零基礎亦可參加比賽
(上課時間請參閱章程)

成功進入並完成賽事者，可獲發
紀念狀及比賽物料津貼200澳門元

www. cpttm.org.mo

1. 製作中心指定款式的立裁成品；
2. 縫製指定款式的連衣裙；
3. 按比賽主題「我的智慧城市」為連衣裙進行創意設計。

網 上 登 記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性別： 男  /  女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澳門居民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址(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曾報讀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開辦之時裝製作相關課程：

     沒有         有  (請填寫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從以下途徑得知賽事(可多選)：

     學校         巴士        報紙         臉書/微信/網頁         家人/朋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ww. cpttm.org.mo

“第20屆澳門青少年時裝技術大賽”報名表

**本人已閱讀及同意“第20屆澳門青少年時裝技術大賽”之參賽須知**

報名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人簽署後，即代表報名表填寫資料屬實及正確，並知悉和同意“第20屆澳門青少年時裝技術大賽”之章程內容

和條款)

 詳情可瀏覽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網站：www.cpttm.org.mo
或致電8898 0701與談小姐或鍾小姐聯絡

**額滿即止，欲報從速**

賽前培訓班 (請選擇A班或B班)

A班：2021年7月12日至8月9日

B班：2021年7月13日至8月10日

14:30-17:30

10:00-13:00

14:30-17:30

10:00-13:00

星期一、二、四

時間日期

星期六

星期二、三、五

星期日



第20屆澳門青少年時裝技術大賽
The 20th Macao Fashio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for the Youth

目的：提升本澳青少年對時裝設計及製作的興趣，激發其創造潛能，增加對服裝設計過程的認識，為本地時裝行業培

育生力軍。

比賽主題：我的智慧城市

主辦單位：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贊助單位：文化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協辦單位：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勞工事務局   文化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澳門廠商聯合會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   澳門製衣工會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栢蕙活動中心　驛站-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屬下服務中心

比賽地點：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 成衣技術匯點

比賽內容：

參加資格（名額40個）：

 於2021年7月5日年滿15至20週歲並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

 **所有比賽參加者均須參與賽前培訓班**

比賽資格（名額30個）：

 於賽前培訓班出席率達80%或以上且評核成績最高的首30名學員。

報名費用：

 300澳門元(費用已包括：賽前培訓班、場地設備、比賽紙樣及布料)。

 **成功進入並完成賽事者，可獲發紀念狀及比賽物料津貼200澳門元**

奬項：

 ．冠軍1名 - 奬金3,500澳門元、奬座              ．最佳工藝獎1名 - 獎金800澳門元、奬座

 ．亞軍1名 - 奬金2,500澳門元、奬座              ．最佳創意設計獎1名 - 奬金800澳門元、奬座

 ．季軍1名 - 奬金1,500澳門元、奬座              ．最具潛力新秀獎1名 - 奬金800澳門元、奬座

 ．優秀獎3名 - 奬座

項目 比賽日期及時間 比賽要求

在指定時間(合共1.5小時)內，製作完成中心指定款式的立裁成品

在指定時間(合共10小時)內，裁剪及使用衣車縫製出一件指定款
式的連衣裙

在指定時間(合共10小時)內，按比賽主題為連衣裙進行創意設計

進行作品評審(參賽者需出席)

2021年8月17日(10:45-12:15)

2021年8月17日(13:00-17:45)

2021年8月18日(09:30-15:45)

2021年8月19日(09:45-17:45)

2021年8月23日

2021年8月20日(09:45-12:45)

立體量裁

車縫

創意設計

 詳情可瀏覽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網站：www.cpttm.org.mo
或致電8898 0701與談小姐或鍾小姐聯絡

**額滿即止，欲報從速**

賽前培訓班上課時間（所有比賽參加者均須參與賽前培訓班）：

 1. 立體量裁(12小時，4節課)：教授立體量裁的方法及技巧，讓學員對立體量裁有基本的認識。

 2. 車縫(24小時，8節課)：教授學員如何操控衣車，熟練車縫的方法及技巧。

 3. 創意設計(15小時，5節課)：配合比賽主題，教授學員如何將靈感或構思轉化為創意，應用在服飾加工上。

 備註：本中心有權對培訓班人數作出安排及調動。

報名方法：

 參賽者可先登入https://events.cpttm.org.mo填寫個人資料作登記，或填妥報名表後遞交至本中心

 任一辦事處：

 成衣技術匯點 ~ 澳門漁翁街海洋工業中心第二期10樓 (電話：88980701 / 傳真：28312079)

 總辦事處 ~ 澳門新口岸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7樓 (電話：28781313 / 傳真：28788233)

 數碼匯點 ~ 澳門馬統領街廠商會大廈3樓 (電話：88980601 / 傳真：28373085)

截止報名：2021年7月5日(下午5時止)

頒獎禮：2021年9月4日(暫定)

條款及細則：

 1. 本中心有權於任何宣傳推廣和展覽活動中使用、刊登、展示、發佈比賽相關相片及影片，而毋須

     徵求參加者同意，亦毋須向參加者支付任何費用。

 2. 本中心保留對比賽規則、評審及獎金安排的修改及解釋權利，並對是次比賽擁有最終決定權。

A班：2021年7月12日至8月9日  (逢星期一、二、四，下午14:30-17:30，逢星期六，上午10:00-13:00)

14:30-17:30(一) 單元 14:30-17:30(二) 單元 14:30-17:30(四) 單元 10:00-13:00(六)

7月12日 7月13日 7月15日 7月17日

7月19日 7月20日 7月22日 7月24日

7月26日 7月27日 7月29日 7月31日

8月2日 8月3日 8月5日 8月7日

8月9日

單元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

立體量裁

立體量裁

立體量裁

立體量裁

B班：2021年7月13日至8月10日  (逢星期二、三、五,下午14:30-17:30，逢星期日，上午10:00-13:00)

14:30-17:30(二) 單元 14:30-17:30(三) 單元 14:30-17:30(五) 單元 10:00-13:00(日)

7月13日 7月14日 7月16日 7月18日

7月20日 7月21日 7月23日 7月25日

7月27日 7月28日 7月30日 8月1日

8月3日 8月4日 8月6日 8月8日

8月10日

單元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車縫

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

立體量裁

立體量裁

立體量裁

立體量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