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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序言

序言

　　2010 年 9 月，本會舉辦「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明信片設
計比賽，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收到了全港逾百間中、小學近八千
件的作品。時值臺灣中華救助總會葛雨琴理事長到會視察，葛理
事長看到作品時欣喜的說：「這不只是量的成功，更是質的成功!」
這句話代表了對所有同學及同仁的最高肯定 !

　　是次明信片設計比賽頒獎典禮在 2010 年 12 月 19 日於本會
文化廳舉行，並由 2010 年 12 月 20 日起將得獎及入圍作品公開
展覽至翌年元月 13 日。此外，我們更將各組冠、亞、季得獎作
品印製成明信片，以嘉許及鼓勵得獎同學。

　　也就是有這麼多不可多得的作品，還有校方、家長及同學的
支持參與及各界的肯定下，促使了「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明
信片設計比賽得獎及入圍作品集的誕生。本作品集收錄了小學填
色、中學設計之得獎及入圍者共 189 件優秀作品。作品中，我們
除看到了香港青少年在設計上的創意，還有兩地具代表性的建築、
食品和交通工具。我們就得獎及入圍作品作出統計，發現小學、
中學組作品中出現最多的臺灣食品都是珍珠奶茶；而小學組作品
中出現最多的香港食品是魚蛋，中學組則是蛋塔。至於建築方面，
小學、中學組作品中出現最多的臺灣建築是中正紀念堂、101大廈；
而香港建築則是中國銀行大廈、青馬大橋、山頂凌霄閣。交通工
具方面，小學組作品中出現最多的臺灣交通工具是火車，香港交
通工具是昂坪 360；中學組作品中出現最多的臺灣交通工具則是
高鐵，香港交通工具是山頂纜車。這些得獎及入圍作品除反映了
香港視覺藝術的水準與成果，更可以看到香港青少年對臺灣、香
港的印象及觀感。

　　本會在推展各項藝文活動上，這本作品集是個好的開端，今
後將賡續辦理更多更有意義的活動，希望將更多佳作呈現給大家。

中國文化協會
駱雅雯主任

2011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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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感言

評審感言

　　中國文化協會舉辦的名為「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明信片
設計比賽已圓滿結束，作為是次比賽的評審，實在有點困難，先
是作品數量驚人，其次是水準令我喜出望外，以下是我對得獎同
學的作品作簡單的評語。

　　1. 認真的態度 --能進入優選的參賽作品，基本上都做到了。
我所說的認真是預先搜集有關資料再做整合構圖，初小和高小參
賽作品雖是填色，有一個固定的圖框，但獲獎的同學都十分認真。
初小組何昭樺同學、莫凱晴同學在作品上加入了臺灣山地民族的
造型便十分討好！高小組冠軍李皓晴同學加入了兩地的地標風
貌，而且甚有代表性，我們都很欣賞她的認真態度！

　　2. 氣氛的表現 -- 無論臺灣和香港都是很有活力的，要表現
活力的一面，畫面能帶出熱鬧的氣氛便算做到了。初小組冠軍黃
尉瑤同學的作品，彩虹和滿地開花的效果甚有陽光感；高小組黃
家悅同學的作品充滿了喜悅的笑容，這份作品看了令人心情愉快，
充滿活力；中學組陳芷盈同學的作品用了放射構圖，作品躍現眼
前，很有動勢。

　　3. 用色強烈 -- 作品用色，是沒有絕對的，強烈的顏色要較
弱的顏色襯托方有強烈的效果，光用鮮色是沒法做到。中學組
冠軍梁嘉弘同學用色輕重有序，強弱分隔，效果相當理想！高小
組冠軍李皓晴同學用暗色托出色彩多樣的字樣和圖樣是上乘之配
色。

　　4. 充滿驚喜 -- 中學組黃婉鎣同學的作品有強烈的平面設計
味道，在眾多作品中給我們一份驚喜，而中學組冠軍梁嘉弘同學
的作品，中間有一隻看著觀眾的藍鵲，像在向我們訴說兩地的故
事，這是另一種驚喜和幽默！

　　我代表今次的評審團隊向獲獎同學送上我們的祝賀，並期待
你們繼續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說不定在這美術創作的路上，
我們有可能碰面！

前 THE BEST DESIGN Ltd. 美術兼創作總監
中華書局水彩技法及繪描學作者
梁錦雄先生



5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1. 初步篩選
2.3. 第二輪篩選
4.5. 第三輪評選
  6. 最後評選，並討論決定
     各獎項名次。
7. 本會駱雅雯主任於比賽頒
   獎典禮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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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景嶺教育文化基金會秘書長張
       世傑先生於頒獎典禮上致詞。
    9. 評審梁錦雄先生於頒獎典禮上
       講評各參賽作品。
 10.11. 各來賓在展覽會場欣賞得獎及
        入圍佳作。
   12. 各組前三名得獎作品印製而成
       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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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組

得獎作品

以下刊載之照片及文字由得獎同學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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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1 年日清食品有限公司最啱我口味嘅出前一丁繪畫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2010 年香港青年協會天瑞青年空間心意咭設計製作比賽兒童組季軍
2010 年悅華樓互助委員會團團圓圓慶中秋晚會花燈設計季軍

初小組冠軍

黃尉瑤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科技創意小學

我是黃尉瑶，能得到由中國
文化協會舉辦的「印象台
灣 ‧ 香港風采」明信片設
計比賽獎項 ─ 小學組冠
軍，十分高興！在這，我要
多謝曾麗娟老師給我機會參
與比賽活動，更多謝媽媽的
厚愛和悉心栽培，從而培養
我的繪畫學習興趣。謝謝你
們印製的明信片，給我很大
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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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印象台灣、香港
風采」明信片設計比賽初
小組亞軍，我感到十分驕
傲和高興。我曾於兩年前
暑假到台北旅遊，參觀了

國立故宮博物院、士林夜市、
淡水老街等，對當地的文化及地

道食品有了深刻的體驗，因此我把我曾吃過的
食品及到過的旅遊點以背景加入，希望能與香
港的作比較，使讀者增加印
象。我還記得在淡水老
街逛街時，曾經看到台
灣電視台在拍攝劇集，
我也不小心摔倒，擦傷
了手肘，現在留下了一
道疤痕，真可憐啊！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兒童周 2011」乙組亞軍
大年初七「夫子廟會」2010 填色比賽初級組冠軍
2010 年第十屇「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美術二等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兒童周 2010」優異獎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海報設計比賽 2009-2010 優異獎

初小組亞軍

何昭樺
原就讀港大同學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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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組季軍
莫凱晴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初小組優異
冼子柔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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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組優異
梁皓鈞

港大同學會小學

初小組優異
程巧彤

海怡寶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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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齊踏上閱讀國度】紀錄冊封面設計比賽初小組冠軍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初級組冠軍
全港小學及幼稚園牛奶盒創作及填色比賽初小組亞軍
《青協徐悲鴻藝術空間》填色比賽初小組季軍

為甚麼我會參加這次明信片設計比
賽呢 ? 因為我住在香港，遊歷過
香港大小的名勝，例如 : 金紫荊
廣場、太平山頂等。香港是一個
購物天堂，在尖沙咀有很多遊客
都拿着大小二袋，就是衣服也有
很多種類。雖然香港地方不大，
但可以發展成一個繁榮的都市，
真是令人讚嘆 !
我在暑假期間剛到過台灣旅遊。

台灣的景色怡人，特別是台北的淡水，那裏的日落
很迷人，像鹹蛋黃一樣的太陽，又像祖母慈祥地
擁抱着你，給人絲絲的溫暖。另外，101 大樓
聳立在台北城中心，可以到頂層欣賞星光閃
爍的夜景，多難忘 ! 從樓頂俯視，樓下的人
像一群群螞蟻在順流不息。
剛好這次明信片設計比賽是以香港和台灣做
主題，這兩處的地方仍在我的腦海裏盪漾，便
決定參加是次明信片設計比賽。能夠獲得優異獎，我實在感到榮幸，
希望人們都能對香港和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

初小組優異
溫昉彤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上午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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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1 年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香港機械人學院及中華基
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合辦之「大埔及北區科學科技
教育供應鏈中心」舉辦之填色繪畫及創意設計比賽初
小組優異獎。
2011 年孫方中小學聖誔卡、電子母親卡設計比賽冠軍
2011 年孫方中小學電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奬

殷澄很開心能在「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明
信片設計比賽中能獲優異成績，理念是表逹香
港東方之珠的黑夜為特色，利用飛機來表逹來
往台灣和香港的緊密聯繫，作品運用木顏色＋
蠟筆＋水彩技巧去完成。 

在頒奬禮開始前，我們觀看其它入圍及得
奬作品，還在作品前拍照留念。 

當頒奬禮開始了，大家也在靜聽嘉賓的話，
靜聽評審的心得和教導，其中一句說到：
支持手繪藝術，從心的手繪藝術別人會看
得出，感受得到。此外，每幅 作
品都必需注意政治文化，

懂得尊重，例如：國旗、
區旗等……都須注重形
狀，擺放位置等等……
謝謝你們的寶貴意見，
我會緊記於心，用心製作
更多的美術作品。 

初小組優異
蘇殷澄

孫方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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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組

得獎作品

以下刊載之照片及文字由得獎同學所提供。

高小組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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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全港學界「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2011 優異獎
基本法頒布 20 周年校際 Tee 恤設計比賽 2010 高小組冠軍
誠信新一代沙田區倡廉活動高小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冠軍
不賭小福吉祥物設計比賽優異獎及網上最受歡迎設計獎
馬鞍山杜鵑花節環保時裝設計比賽 2010 優異獎
減罪倡廉樂滿家自選結局漫畫創作比賽 2010 小學組亞軍

香港和台灣各有着不同的
風采，也給人留下不同的
印象。我的作品設計是利
用四個景物突顯兩地的特
點：台灣野柳地質公園的
女皇頭像代表兩地的自然

風光、中正紀念堂代表兩地經歷的悠長歷史、
香港的迪士尼樂園代表兩地的繽紛玩樂、天壇
大佛代表兩地的自由宗教文化，襯托色彩豐富
的香港鐘樓及台灣 101 大樓，象徵五光十色
的都市發展，配以大樓上空之煙火設計，
祝願兩地的發展前途一片燦爛光明。這
次獲獎，我感到非常榮幸，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鼓勵，在此衷心多謝各
評判的欣賞，並感謝視藝科老師和爸
媽不斷的啟發及支持，希望未來可創
作更多的優秀作品，供大家欣賞。

高小組冠軍
李皓晴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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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組亞軍
王子康

荃灣天主教小學

我很高興能在「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
明信片設計比賽中獲得季軍。
我在作品中繪畫了台灣和香
港的美麗景色和名勝，以
及遊客到台灣和香港旅遊
時開心的樣子，並運用了
水筆和木顏色來填色。希
望人們知道台灣和香港是
值得一遊的好地方。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0 年「防火安全」海報設計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2008 年「防火安全」海報設計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高小組季軍
黃家悅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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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組優異
余承匡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高小組優異
陳祉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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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組優異
楊淳文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高小組優異
張雋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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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1/2012 「我的理想社區」繪畫比賽優異獎 
2010/2011「無煙家居」視覺藝術創作比賽第三名
2010/2011 正能量家庭三代同心填色比賽高小親子組優異獎
2008 兒童心臟基金會慈善心意咭最具心思設計獎

當看見「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明
信片設計比賽的參賽資料，我即時被
他的主題所吸引。台灣和香港都是國
際大城市，大家都有不同的城市特色。
通過繪畫它們的代表性建築物和生活
特色，可加深我對這兩個城市的認識。
我期望這兩個龍的城市，能繼續發光
發熱，繁榮昌盛。

我對繪畫很有興趣，繪畫既可以陶冶性情又可以放鬆學科上的
壓力，真是一個不錯的課外活動呢！

高小組優異
陳柏豪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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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得獎作品

以下刊載之照片及文字由得獎同學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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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這個題目我很喜
歡，因為我對文化特色、熱鬧、歡樂的事物
很感興趣，對於這個熱情的題目，我特地對
台灣作資料搜集，在眾多物件之中挑選了有
象徵性的物件，例如台灣藍鵲、台北城門等
協助構圖。過程使我對台灣有初步的認識，
同時發現台灣的文化與我們香港也有相似的
地方。

我想在作品中，用鮮明的構圖，將台、港文
化特色緊密、融洽地放在一起，表達台、港

就像好兄弟，互相交流文化，充滿
歡樂、和平的氣氛，同時希望讓收
到明信片的人可感受到台、港的熱
情。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第十屆星星河美術一等獎

中學組冠軍
梁嘉弘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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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亞軍
陳芷盈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中學組季軍
黃婉鎣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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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優異
文駿業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0 年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西畫中學組亞軍
2006 年全港天主教電腦素描大賽冠軍

作品的設計理念是來自兩地的最具代表性
的東西，突出兩地的主要特徵，讓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中學組優異
歐陽詠君
英華女學校

中學組優異
陳樂思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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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以 LIFE BRINGS STORIES TO DESIGN 為座右
銘，從而設計出與眾不同的作品。
　　是次明信片設計，我將生活周遭的事物融入其中，
　　並以簡約為設計風格。
　　　　最後，能夠獲獎實在不得不感謝家人的支持
　　　　和鼓勵，以及明信片設計比賽的評審。

中學組優異
陳樂思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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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0 年開心社區服務主辦【開心家庭繪畫比賽 2010】中學初級組優異獎

我的作品是用鋼筆淡彩來描繪香港和台灣兩地的名勝地標，再加
入我喜歡的漫畫家──幾米及小克的作
品，以帶出兩地具活力的感覺。

中學組優異
鄭文俊
高雷中學

中學組優異
簡淑欣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很高興能夠在這次比賽中獲獎，在頒獎
禮的展覽中，看到許多以不同的形式表
達的高水準作品，實在擴闊了我的眼界，
對日後的創作增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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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品中，我把香港與台灣的特色、文
化及著名建築物分開兩邊，並以兩地著
名的橋連繫起來，從而表達兩地其實缺
一不可，互相依靠。在香港生活了多年，
每年的太平清醮都能吸引我的興趣，而
太平清醮又是香港的一個特色節日，故
我亦把這節日的標誌—平安包放於作品
中。而台灣方面，它給我的第一印象是
孔明燈。記得我曾於台灣初嘗放孔明燈
的滋味，給予我不能忘記的回憶。而九
份山城、漁人碼頭是我喜愛的台灣地方，
故我把它們繪於作品中。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08 國際環境衛生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香港賽 )二等獎 
2008 國際環境衛生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 )三等獎
警訊海報設計比賽學生組亞軍 
alive 荃葵青區中學生塗鴉設計比賽亞軍 
防止店鋪盜竊漫畫標貼創作比賽中學組優異獎 

中學組優異
蔡倩蘅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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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優異
鄧穎詩

嘉諾撒聖心書院

中學組優異
關澄宇

聖若瑟書院

中學組優異
梁仲民

聖若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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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香港與台灣有一些
相同之處，例如：建築物、
交通工具等等。而我選擇
了最有代表性的建築物和
交通工具，分別是台灣的
101 大廈、香港的機場及
香港中國銀行大樓、台灣
的高鐵以及香港的港鐵。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06 年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賽馬會順天跳躍青年坊 ｢ 融 ｣｢ 和 ｣
跳躍在觀塘計劃 ｢社區共隔 ｣書籤設計比賽冠軍

中學組優異
劉添鴻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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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組

入圍作品

入圍作品排名不分先後，刊載之照片及文字由入圍同學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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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岳鴻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1/4/16「燦爛人生，照亮他人」小學生填色比賽初級組優異獎
2010-2011 咪。碳氣 Clim-max 之低碳生活由我做起海報設計比賽三年級組别亞軍
2010-2011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親子聖誕老人設計比賽三年級組冠軍
2010/10/13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親子節能環保寶設計比賽三年級得獎作品

這次用不同的物料拼貼
在兩座代表建築物上，
正想反映不同地方皆各
具特色，各具美態。
珮瑜從小對視覺藝術充滿興趣，常常在
家裏塗鴉或做一些小手工，雖然技巧欠
奉，但對每件完成了的作品，已感覺滿
足。珮瑜父母鼓勵她多參與比賽，藉此
可豐富經驗，亦可從其他得獎作品中吸
取優點，改善自己的不足之處。

曾珮瑜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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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心渝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袁嘉琳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曾文樂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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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在這次「印象台灣‧香港風采」
明信片設計比賽得到入圍獎。我喜歡參加
不同類型的設計、繪畫填色比賽，從中可
以吸收很多豐富的經驗。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燦爛人生，照亮他人」小學生填色比賽冠軍
金門建築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冠軍
繽 FUN 味美纸扇設計比賽季軍
健康生活填色比賽優異獎
通訊、人類建未來創作比賽優秀作品獎

楊德忠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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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梓豪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鍾旻諾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陳俊傑
天水圍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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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泇汶
北角衛理小學（上午校）

鄺永豐
北角衛理小學（上午校 )

陳嘉慧
伊利沙伯中學
舊生會小學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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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綽言
佛教榮茵學校

陳映汶
保良局志豪小學

黃芷悠
孫方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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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諺，很開心。
繪畫是我的興趣，我很喜歡。多謝你們欣賞和
獎勵。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1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第 7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初級組冠軍
2011 香港崇德社「大道理小故事」天水圍親子填色比賽小學組季軍
2010 香港青年協會天瑞青年空間心意咭設計製作比賽兒童組亞軍
2010 香港女童軍總會及元朗分會親子同樂繪畫比賽親子組別優異獎
2010 悅華樓互助委員會團團圓圓慶中秋晚會花燈設計亞軍
2010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童心童聲細博會 2010》親子填色設計比賽優異獎

黃思諺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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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肅貪倡廉，邁步向前」葵青區倡廉活動 ( 智多多誠信康樂棋）親子填
色比賽冠軍
荃灣天主教小學四十周年校慶（承愛‧傳愛）填色比賽冠軍
香港家庭福利會（小眼睛‧小耳朵）和平爸媽計劃明信片填色比賽優異

李詩雅
荃灣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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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涴涎
荃灣天主教小學

用港、台兩地的特色景物作設
計原素，中央用橋樑連結兩地，
以柔和顏色來表達和諧。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金寶湯 2009 湯罐標貼設計比賽」初級組優異獎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2010 十周年校慶徽號設計比賽總冠軍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2009-2010 全校璧畫設計比賽總冠軍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2010-2011 全校璧畫設計比賽總亞軍

黃安蕎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初小組入圍作品 41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09 第九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叁等獎
2010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第二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及攝影比賽優異獎
2010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第六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初級組亞軍
2010 「天主教主教座堂面面觀」填色及問答比賽小一至小三組別冠軍

李珞希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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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晉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黎婧妤
聖嘉勒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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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畫畫，亦很開心參加了這個比賽，我以後會更加努力的！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0 年度無毒人人愛禁毒海報設計比賽優異獎
「帝企鵝」邀請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蕭瑋峻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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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有機會繪畫
「印象台灣 ‧ 香
港風采」的時侯，
那一刻在我腦海裏湧現著一幅幅台灣
的照片。因為他們大部份是中國人，
有著一份親切感，飲食習慣與我們相
近；故鄉之情特別濃厚！
台灣是一個擁有不同少數民族的聚居
地，他們所穿著的衣服特顯他們民族
的色彩；他們的食品也有很多少數民
族的特色；他們居住的地方有著少數民族的特徵。所以我將台灣
帶給我的感覺畫在畫紙上。最後我很感激家人給予我的支持和鼓
勵！

江倩宜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林君怡
港大同學會小學

何卓霖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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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卓霖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李曉彤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蔡培琳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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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詠怡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許狄瑤
聖公會蒙恩小學

黃明心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張瀚霆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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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健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
（蒲崗村道）

張詠姻
鳳溪創新小學

張瀚霆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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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盧思哲，我很高
興今次的名信片設計
比賽能夠入圍，我會
繼續在繪畫方面多下
苦功！

盧思哲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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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潔薇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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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芷萻
潮陽百欣小學

李綽桐
潮陽百欣小學

陳可男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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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馬卓琦，今年 8 歲，就讀於藍田循道
衛理小學。暑假後，我就升讀三年級了！                                                                                                                                 
我的家有爸爸、媽媽和我，我的爸爸是一
位警察，他很勇敢。我的媽
媽是一位家庭主婦，她很偉
大。我的嗜好有很多，有打
羽毛球、游泳和畫畫。我
的爸爸也喜歡畫畫啊！我
很開心得到獎，我下一

次也會繼續努力。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1 年 6 月　「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
舉辨「漫畫填色設計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馬卓琦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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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詠鈿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鄭愷盈
天水圍官立小學

萬嘉俊
佛教榮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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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在這次「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明信片設計比賽中得
到入圍獎，我的喜好是畫畫。我希望將來可以成為一位設計師。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燦爛人生 ,照亮他人」小學生填色比賽冠軍
「金門建築」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亞軍
Campbells 湯罐標貼設計比賽優異獎
第十八届、第十九届國際少年兒童國畫大賽銀獎
第十七届國際少年兒童國畫大賽金獎
第七届全國黑彩杯青年兒童國畫大賽一等獎

楊德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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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台灣雖然相
隔著寬寬的海峽，
但是我們同為炎黃
子孫，同受中國文化傳統的教育。無論
你是在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的香
港鐘樓，還是在台灣台北市的台北
101 大樓，你都可以感受到兩地中
國文化一脈相承的。未來的孩子
們將是香港和台灣發展的最強棟
樑，兩地互相學習和來往溝通，
共同延續著中華文化的血脈。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草莓甜心填色比賽小學組亞軍
第六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中級組優異獎
2011 年元朗大會堂母親節填色比賽小學高級組優異獎

彭嘉雯
天水圍官立小學

林雅雯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校）

麥樂兒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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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樂兒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校）

蔡鈿淳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校）

魏潁嘉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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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令別人一眼便看出
台灣和香港的分別，因此我選用了兩個名
勝──台北的 101 大廈及香港的鐘樓。在
顏色方面，我選用了啡色和深啡色，並用
0.2 黑色針筆勾出外形；至於 101 大廈我
用了藍色色系來填色，並用 0.5 色針筆勾
出外形，這樣就可以做出強大對比。之後
以乾粉彩刷成天藍色的天空以作襯托，加
上一朵朵白雪雪的雲朵，突顯 101
大廈和鐘樓，並為小孩們填上鮮色，
以突顯三大主角。

鄧熙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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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小便喜歡繪畫，因為繪畫能讓我發
揮無窮創意。這次我參加了中國文化協
會主辦的「印象台灣，香港風采」明信
片設計比賽，令我獲益良多。由於我對
台灣的名勝沒有太多的認識，所以我在
圖畫中並没有加入台灣名勝的插圖，不
過我卻在圖畫上畫上不同顏色的波點。
這些五彩繽紛的波點，代表了香港和台

灣都是多姿多彩的城市，令人目不暇給。
當我觀摩其他獲獎作品時，真令我讚嘆不已！獲獎同學的創意和
繪畫的技巧，實在值得我學習。我希望將來也有機會參加中國文
化協會舉辦的比賽。

蕭愷渟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校）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0 年度美孚新邨利是封設計比賽冠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有品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冠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燃亮號」四川流動教室填色比賽優異獎
小校園主辦「小校友填色比賽」高級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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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晴
東華三院

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何羨儀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馬煒鈴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科技創意小學



高小組入圍作品 61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香港花卉展覽 2008 學童繪畫比賽初小組嘉許獎
第 32 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中級組良好獎

我很開心參加及入圍「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明信片設計比賽。明信
片的左面畫了香港其中一個地標－
尖沙咀的鐘樓，而右面畫了台灣的
地標－ 101 大樓。它們分別代表了
我們居住的香港和離我們很遠的台
灣；而我畫了香港的青馬大橋和
台灣的澎湖跨海大橋，
把兩地連接一起，使兩
地的朋友可以通過這條
橋互相往來；橋下有
三個小孩子，是象徵
着兩岸的小朋友可以
很方便地往來。

繆心怡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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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琬桐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科技創意小學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小童軍填色比賽季軍
「關心孩子、親親家庭」2008 天水圍親子填色比賽校際組別 (初小組 )季軍
元朗大會堂賽馬會元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聖誕卡設計比賽中級組冠軍
元朗區『敢於夢‧勇於試』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十優作品
元朗大會堂賽馬會元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新春賀年咭設計比賽中級組冠軍
香港城市大學「和諧校園」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學組亞軍

我愛幻想，我愛將我腦海中的世界呈現在
我的作品中。我相信所有創作都不只單一
方向，我喜歡把不同東西融合一起，令其
他人看我的創作時，能感受到我的感覺，
明白我想表達的意思。我亦十分感謝欣賞
我的作品的人，希望他們能感受到作品所
表達的意思，推動大家的幻想力，從中得
到很多，那就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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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卓思
海怡寶血小學

霍蕙娜
海怡寶血小學

楊芷韻
荃灣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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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丹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何健僖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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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喬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莫海瀅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高小組入圍作品66

梁靖圓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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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綽瑤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黃奕清
彩雲聖若瑟小學

高曉晴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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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桓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鍾伶兒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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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煙火閃爍的天空下，滿懷歡笑的小孩們
手牽着手，把香港古舊的鐘樓與台灣前衛
的 101 大樓連成一線，正好代表港台兩地

的緊密連繫。
兩幢建築物正
是台灣及香港
兩地風采的標
記。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1 深水埗區街坊聯合會主辦「元宵花燈紮作比賽」優異獎
201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埔坊童思文集封面設計比賽」亞軍
201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標語創作及框架設計比賽」亞軍

方妙嵐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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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謙羭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張雅雯
聖公會蒙恩小學

何澤軒
聖公會蒙恩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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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曦文
聖公會蒙恩小學

黃曦琳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甘熹霖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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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源
潮陽百欣小學

陳紫羚
潮陽百欣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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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校內廿周年電腦桌
面設計比賽低年級組冠軍

吳晴蔚
潮陽百欣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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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已很喜歡畫畫，我覺得
畫畫不但可以訓練我的創意能
力，還可以把畫和別人一起欣賞。
我的作品是在同一幅畫裡，同時
有香港和台灣的特色，在畫裹的
海港是代表香港和台灣的客輪和
貨船不斷來往，我把香港和台灣
的特色融合為一體。我會不斷努
力，希望創作更好的作品。

陳浩鍇
潮陽百欣小學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eye2TM X 小海白創作室《通訊、人類、『建』
未來》創作比賽 2010 高小組優異獎
第七届“墨彩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作品電
視网絡展評兒童組一等獎



75中學組入圍作品

中學組

入圍作品

入圍作品排名不分先後，刊載之照片及文字由入圍同學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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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詠娸
中華基金中學

陳嘉駿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王夏君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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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采珊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詠宜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許宏銓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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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霈悅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梁詠怡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家晴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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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嘉俊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我覺得非常榮幸，能夠入圍。雖然未能得獎，
但我也非常開心。這幅畫講述了我對台灣和
香港的印象，雖然我對台灣的印象不深，所
以畫得不是很好！

劉嘉莉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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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開心可以成為入圍作品呢！因
為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聽到老
師宣佈我跟幾位同學的作品入圍了，
真的很興奮，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獎項，
但是在參賽我過程中，卻對自己有了
一定的肯定。在此，也要向老師說聲：
謝謝。因為老師讓我和一眾同學也從
是次比賽中獲益良多。

陳麗君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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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畫所描繪的建築物主要是香港和台灣
的地標，大部分都為人熟悉。雖然運用的
顏色跟實物有所不同，而線條亦比較簡單，
但也能大概地把建築物的外形繪畫出來。

麥婉君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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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慶幸能夠入選中國文
化協會舉辦的「印象台灣‧
香港風采」首五十名。我
實在沒有想過可以在眾多
精英中脫穎而出，這入圍
肯定了我的能力，亦讓我
的心得到莫大的鼓舞。以
後的日子我會繼續努力，
希望繪出更漂亮的畫作。

劉嘉琪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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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嘉欣
文理書院（香港）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東區文藝節青年視覺藝術展 2011
「走進祖國 60 年」第四屆「我的祖國」中國未來貨幣
設計比賽—榮獲中學組二等獎

首先我的設計當中，我
把台灣和香港的島嶼外
形繪畫出來，在台灣的
島嶼內有著名的美食街 ( 夜市 )，因為台灣夜市以知
名的特色小吃出名，通常在路邊設有小桌子、小凳
子就地坐下享用，或是打包帶走。小吃隨著潮流快
速的更新，但有些極富特色、大受歡迎的小吃，例
如蚵仔煎、沙威馬和臭豆腐仍然隨處可見。有些城
市或是某個夜市因為某種小吃而出名，例如台南的
擔仔麵和棺材板，後者是一種將麵包中央挖空填入
肉像是棺材板的特色小吃；在香港島嶼內有一條最

著名的青馬大橋，因為青馬大橋
是全球最長的行車鐵路雙用懸索吊橋，以及全球第
7 長的懸索吊橋。大橋主跨長 1,377 米，連引道全
長為 2,160 米。大橋屬於香港 8 號幹線青嶼幹線的
一部份，跨越馬灣海峽，將青衣島和馬灣連接起來。
青馬大橋為香港道路重要的一部份，因為它聯同
汲水門大橋，共同擔當著連接大嶼山、赤鱲角香
港國際機場與市區的唯一行車通道。車速限制每
小時 80 公里，非常特別。再這我用了今次比賽的
標題—「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圍繞兩個島嶼，
使整幅畫生動起來。其次是這 幅畫的主角—

就在中央這卡火車，火車代表港台，與港台聯繫
一條心，大家都是龍的子孫。最後明信片的底色
以粉紅色為主，因為粉紅色令人十分溫暖，與少
許白色聯繫起來，給人們浪漫的感覺。



中學組入圍作品84

湯潔文
何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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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道作品入圍時，我感到很高興。我要感謝媽媽和爸
爸，因為在我畫晝時，他們一直陪着我。

劉翦晴
何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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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入圍「印象台灣 ‧ 香港
風采」實在是難得的機會，
可以吸引評判的賞識真是很
開心。

我以香港和台灣的特色及地
標作為作品內容。香港的地
標及特色分別有香滑鬆脆的
蛋撻、彈牙的魚蛋及國際金融中心。台灣有味道濃郁的珍珠奶
茶及居高臨下的 101 大樓作為我對香港、台灣的印象。色彩主
要以鮮明顏色為主，背景用黃色，整個作品給人一個置身於七
彩顏色的世界裹。

今次入圍真是多謝評判的賞識。希望下次可
以有更好的成績。亦多謝家人及老師、同學
給我的意見，令我可以順利入圍。

鄧婉靜
何東中學



中學組入圍作品 87

譚雅怡
保良局百周年
李兆忠紀念中學

何沅霖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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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泳妍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吳宣羲
英皇書院

周子亮
英皇書院



中學組入圍作品 89

陳俊榮
英皇書院

簡顯鑌
英皇書院

陳俊榮
英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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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平
英皇書院

李冠宜
英華女學校

林沛欣
英華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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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我利用廣告彩畫了代表港台兩
地的著名地標、景點及特色美食。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天壇大佛、蛋撻
分別對應台灣的 101 大廈、野柳地質
公園的女皇頭像以及珍珠奶茶；因台
灣和香港是隔海相望的，所以我用色
彩繽紛層層海浪作為背景襯托，透過
具香港特色的天星小輪和台灣淡水碼
頭的情人橋，寓意港台兩地經濟和文
化更日益緊密的聯繫。

林海瑩
英華女學校

程欣儀
英華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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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獲得「印象台灣 ‧ 香港風采」明信片設計比賽入圍獎
後、我頗感意外，因為本以志在參與為目的，獲獎與否並沒
執着，是意外的驚喜。設計理念簡單，只希望將兩地的特質
融化於畫中，透現觀眾眼前。台灣的珍珠奶茶、蚵阿煎配香
港的點心、菠蘿包、台灣的101大樓配香港的尖沙咀鐘樓等等，
都能加深大家對台灣的印象，展現香港的風采。

邱詩欣
英華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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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榮幸能得到是次比賽的
入圍獎，於眾多優秀作品中
被挑選出來，實屬難得。

我選取了香港
及台灣的地標
和交通公具作
為作品的主
題。 香 港 方
面有中銀大廈、凌霄閣、渡海小輪；台灣
方面有 101 大樓、小巨蛋和高鐵。我的創
作理念是來自藝術家 Carina Traberg 的
作品。她將建築物巧妙地堆砌起來，形成
獨特的
畫面。

我嘗試學習她的形式，
將物件合為一體，營造
擠擁的感覺，帶出兩地
緊湊的城市生活。背景
以暖色為主，以煙花作
襯托，帶出兩地繁榮安
定的現象。

楊之雅
英華女學校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09-2010 防火安海報設計比賽中學組冠軍
2009-2010 中西區道路交通運動海報設計比賽中學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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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芷煣
英華女學校

簡寶堯
英華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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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璟暘
英華書院

陳文俊
英華書院

胡俊恩
馬錦明慈善基金
馬可賓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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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綽禮
馬錦明慈善基金
馬可賓紀念中學

李嘉瑩
順德聯誼總會
胡兆熾中學

梁嘉敏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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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次的比賽，當老師跟我提起
的時候，是本著參與的心態。從未
嘗試設計明信片，在我看來，這次
的比賽給了我一次嘗試、一次體驗。
在網上找了很多關於台灣、香港兩
地的文化、習俗、地標等，從中增
加了不少對兩地的瞭解。後來，作

品寄去了，老師說我拿了入圍獎。第一次的嘗試，得到了肯定，
雖不是冠亞季軍，但卻也讓我雀躍萬分 !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第 21 屆閱讀嘉年華海報設計優異獎
2009-2010 年度油尖旺區青少年抗毒繪畫比賽 (中學及專業書院組 )季軍
2010 年度 <職安健護脊海報 >( 平面 )設計比賽優異獎
第 23 屆閱讀嘉年華海報設計優異獎

梁嘉敏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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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詠楠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余潔玲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吳家希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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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迦瑜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黃琬懿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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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釓妡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林傑龍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陳嘉億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周愛姍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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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億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鍾美琼
新生命教育協會
呂郭碧鳳中學

黃映婷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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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溫妮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何嘉聰
聖若瑟書院

翁天朗
聖若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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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樂賢
聖若瑟書院

曾鈺棋
聖若瑟書院

黃家強
聖若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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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在「印象台
灣 ‧ 香港風采」
明信片設計比賽入圍真的令我喜出望外 ! 我要感謝我學校 — 
聖若瑟書院給我這個寶貴的機會以及家人的支持和意見。參加
這次比賽加深了我對台灣及香港的認識，獲益良多。台灣和香
港可以「本是同根生」來形容，可是兩地文化上存在著差異，
而且在科技和金融上各具優勢，如果能加強溝通，互惠互利，
定能為兩地創造一個更和諧美好
的社會 — 這就是我的作品設計
理念。

任卓為
聖若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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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尚鏗
聖若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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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慧如
聖公會諸聖中學

謝長晉
聖公會諸聖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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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兩地，風光明媚，各樣
千姿百態的建築物巍然而
立，好比台灣 101 大廈和香
港的會議中心等。還有各種
千奇百怪的有趣美食，尤如
台灣遠近馳名的鐵蛋和香港
香噴噴的街邊特色小吃，簡
直令人垂涎三尺喔。港台兩地，相互生輝；互相影襯。

我對藝術的見解是「美麗與技術」的結合，是課餘輕鬆的活動，
亦是我的一個莫大的體驗。我曾經獲得很多繪畫比賽的獎項，
不過我不會因此而驕傲，會繼續努力學習，增進繪畫技術，
創作更出色的畫作。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11 年第一屆愛華盃國際少年兒童繪畫大賽少年組季軍
2011 年第十一屆芳草杯少兒書畫大賽中學國畫組銅獎
2010 年 I Can Shine 繪畫比賽中學組亞軍
2009 年賀國慶迎東亞繪畫創作比賽高小組季軍

鄭凱熙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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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理念主要來自台灣和香港的美食和名勝，
而大橋的連接則代表兩地的交流和友誼。

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2009 年「香江繁華圖」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季軍

李詠恩
聖馬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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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詠彤
聖馬可中學

方琦
聖類斯中學

余香達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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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妹
寧波公學

陳泳彤
寧波公學



中學組入圍作品 111

我很開心我能入圍於今次的活動，是次活動令我加深了對
香港和台灣的印象，除了知道了很多代表性的物品，最重
要的是了解到兩地文化的差別。我很謝謝在繪畫的時候給
了意見的老師和同學，你們的意見讓我更進步。我希望未
來有更多不同類型的比賽讓我們參加，發揮我們的藝術細
胞。

朱可茵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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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次能夠參加這個比賽，
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從中
我亦進一步認識了台灣和香
港的文化。希望藉這次的機
會，令更多的人了解台灣和
香港。

我的作品結合傳統
的孔明燈以及香港
地道的奶茶，而孔
明燈的兩邊分別是
台灣和香港兩地有
名的地標，展示出
兩地不同而又獨特
的文化。

阮敏華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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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能在這項全港公開性的比賽上脫穎
而出，實在感到十分榮幸。在頒獎典禮
中的作品展覽十分出色，令我大開眼界，
覺得自己的作品與他人無法與人相比。
所有得獎作品都十分有水準。能夠獲獎
十分感激老師的協助和建議以及一眾評
判的欣賞。

陸朗晴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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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健威
寧波公學

羅志聰
寧波公學

蘇孝羚
寧波公學

葉雅婷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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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可以成為「印象台灣‧香港風采」明信片設
計比賽的入圍者，並可以參與有關出版的作品集。
　　印象中，在台灣的正月十五的活動有「南蜂炮、北
天燈」之稱。在正月十五前後可以施放天燈。而香港的
夜景則十分出名。若大批的天燈（台灣）飛向香港美麗
的夜空，定會非常好看。

葉雅婷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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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入圍令我感到
十分榮幸，也大
大增強了我對藝
術科的興趣。我
定會參與更多比
賽，提升我的視
藝水平。                                                          

我的作品設計理念是取自香港及台灣文化的共通
點為主—形形色色的招牌。招牌上各有不同象徵
香港以及台灣的圖案，例如：阿里山姑娘、魚
蛋、旗袍……等等。圖
畫的下方則有着「台」
和「港」的混合字。

在此，我也想感謝悉
心教導我的陳麗華老

師和一直鼓勵我的容媽媽。

蘇春婷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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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術及設計比賽獎項：
「高階思維數碼藝術比賽 2008：學生眼中的奧運精神與國民身分認同」
高小多媒體銅獎
「全城躍馬迎奧運」馬匹圖案設計比賽 (2007-2008) 小學組冠軍
「神舟七號」飛船升空海報設計比賽 (2008) 冠軍
「創造香港 2020」第三屆香港學界繪畫比賽素描組之學界中級組卓越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郵票設計比賽 (2009 年 ) 優異
2009-10 年度觀塘區防火安全壁畫設計比賽中學組季軍
第三十一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 (2010 年 ) 高級組良好獎
「恐龍在香港」全港學生比賽 (2010 年 ) 優異獎
「港鐵與將軍澳一起成長」設計比賽 (2011 年 ) 嘉許獎

我能夠參予這次「印象台
灣 ‧ 香港風采」明信片設
計比賽，而且還能成為中學
組「入圍作品」，令我感到
十分興奮。而在整個搜集資
料的過程中，令我加深認識
台灣的本土文化，獲益良多。

在設計這幅明信片方面，我利用
了富有台灣特色的景物，如「孔
明燈」、「珍珠奶茶」和富有香
港特色的景物，如「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廣東式的點心」，
融合一起藉以表達香港和台灣，
無論在飲食和文化上的交流。

陳卓希
福建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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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煒絲
德望學校

覃善鈴
德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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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宇恩
德望學校



特別感謝

感謝各學校、老師、家長與同學提供生活照及資料，以豐富作品集的內容。

特別感謝評審梁錦雄老師撰寫評審感言，並感謝梁錦雄、黃偉雄老師為作品集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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