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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之光」中國特色建築繪畫比賽 

評分結果公布 

(2014 年 4 月 17 日) 

冠軍：IUSH_03 中國特色建築 袁詩程 (P6) 耀山學校 

亞軍：TPOM_02 中國古今建築  林天恆 (6A) 大埔舊墟公立學校(寶湖道) 

亞軍：IUSH_02 福建土樓 洪錚淏 (P5)  耀山學校 

季軍：HKML_15 古國之都   劉新妍 (6E)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季軍：LTYS_01 萬里長城 翁梓淳 (6) 世界龍岡學校劉德容紀念小學 

季軍：SHEK-03 應縣木塔 潘月晴 (5B)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異金獎 

CYPY-01 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 李綽桐 5 潮陽百欣小學 

LCTM_02 中國建築的韻律 李信希 3 李志達紀念學校 

LCTM_07 中國「紅」 潘詠琪 5 李志達紀念學校 

HKML_10 萬里長城的一角 盧巧晴 6E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IUSH_05 中國龍 謝世泉 P6 耀山學校 

KFWC_02 宏偉的天壇 曾焯鋌 6B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LYPS-02 中國網絡電視台大樓 湯偉恆 6 打鼓嶺嶺英公立學校 

PAKT_04 華夏之光 — 長城 符粵騰 5 白田天主教小學 

PISH-04 北京鐘樓 賴美鳳 3B 坪石天主教小學 

SSGP_09 溫卅小鎮 李達慧 P.6 聖士提反女子中學附屬小學 

TPOM_03 虎門大橋 曾善衡 6A 大埔舊墟公立學校(寶湖道) 

TPBP_05 充滿生機的巨龍 盧倩珩 五愛 大埔浸信會公立學校 

YINW_01 廣州騎樓 蔡栩栩 P4 英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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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異獎 

BUAS_01 萬里長城 廖天藍 5A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BUAS_01 萬里長城 盧巧諾 5E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CYPY-02 廣州中山紀念堂 陳穎思 5 潮陽百欣小學 

HKML_02 上海電視塔 李卓穜 3E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HKML_03 安岳 余曉盈 3E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HKML_04 萬里長城 陳雯希 4D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HKML_11 東方明珠塔 李穎彤 5E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LCTM_01 萬里長城長又長 何啟然 3 李志達紀念學校 

PAKT_02 頤和園長廊 何思穎 5A 白田天主教小學 

PSEC-04 黃鶴樓 葉榮禧 4D 坪石天主教小學 

PSEC-05 台北國家音樂廳 鍾秉霖 
佘文雅 

4D 

4B 
坪石天主教小學 

PISH-10 鎮國塔 劉旭濤 4B 坪石天主教小學 

SHEK-01 崇聖寺山門 何惠盈 4D 坪石天主教小學 

SHEK-10 召廟琉璃塔 梁嘉元 6B 坪石天主教小學 

SSGP-01 建築的美感—中國的文化 馮恩霖 P.6 聖士提反女子中學附屬小學 

SSGP-07 燦爛的天安門 張卓琳 P.6 聖士提反女子中學附屬小學 

SYLG_02 頤和園長廊 毛學瑜 P5 南元朗官立小學 

LYPS-09 天安門 楊倩 6 打鼓嶺嶺英公立學校 

TKLL_04  萬里長城 吳展鵬 6 打鼓嶺嶺英公立學校 

TPBP_02 中國古今建築 關心如 五信 大埔浸信會公立學校 

TPBP_03 華夏之光 房卓亨 五望 大埔浸信會公立學校 

PCKT_02 天安門 胡卓盈 P3 保良局莊啟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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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委評語： 

(編號 TPBP-02)   中國古今建築  關心如 

評語及建議：參賽者用了小朋友的一雙眼睛在雲端上廣袤古今的建築物特色，一語中的用了一個字「美」代表，

作讚嘆詞，可圈可點。仔細觀賞圖畫，還有一些新發現。鬱鬱蔥蔥的草地上有小鳥飛翔及古今建築溶於一體，別

具藝文雅趣。(鮑少群老師) 

(編號 SSGP-07)  燦爛的天安門  張卓琳 

評語及建議：宏偉的天安門在燦爛的煙火中，有朵朵向日葵向城門，情境皆表達建築物的代表性及其燦爛豐姿。

(鮑少群老師) 

(編號 SHEK-03)  應縣木塔  潘月晴 

評語及建議： 小朋友能畫出如此細緻，把中國古代建築物的特色淋漓盡緻，自在畫中。(鮑少群老師) 

(編號 CYPY-01)  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  李綽桐 

評語及建議： 七彩繽紛，有綠樹紅花，小鳥停在枝頭，襯托出小朋友活潑可愛及建築物的特色。(鮑少群老師) 

(編號 TPBP-02)   中國古今建築 

評語及建議：筆工細緻，符合兒童天性純真。(劉明基校長) 

(編號 CYPY-01)   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 

評語及建議：色彩繽紛，洋溢生氣。(劉明基校長) 

(編號 SHEK-03)   應縣木塔 

評語及建議：工筆畫作，非常用心。(劉明基校長) 

(編號 IUSH-02 福建土樓(洪錚)  

評語及建議：構圖有特色、色彩鮮明。(潘慧如博士) 

(編號 YINW-01 廣州騎樓(蔡栩栩) 

評語及建議：取材佳，用線條表現見繪畫的技巧。(潘慧如博士) 

(編號 IUSH-03 中國特色建築(袁詩程)  

評語及建議：內容豐富，多姿多彩。(潘慧如博士) 

(編號 LTYS-01 萬里長城(翁梓淳)  

評語及建議：構圖能表現萬里長城的綿延千里。(潘慧如博士) 

(編號 TPOM-03 虎門大橋(曾善衡) ) 

建議：取材角度特別，構圖有心思。(潘慧如博士) 

  (編號: TPOM_02 ) 林天恆   

評語及建議：畫內包含不同中國古今的代表性建築十分有特色, 而且以西方海報設計構圖手法呈現，中間的手拖

手亦有意思，旁邊加入中國仿篆刻名章，繪畫及用色技巧亦成熟。以小學生水平來說巳十分優異。 (陳麗森女士)

(編號: IUSH_02 ) 洪錚淏    

評語及建議：以手繪及電腦混合手法繪畫土樓，繪畫及用色技巧成熟，加入人物營造民族融和氣氛，十分有意思。

(陳麗森女士) 

(編號: LCTM_06 ) 徐楠生  

評語及建議：以木顏色手繪手法繪畫，繪畫構圖吸引，用色技巧成熟，又有『中國』二字字体以水的特色再設計。

加入錦鯉營造祥和氣氛，十分有意思。(陳麗森女士) 

(編號 : LTYS_01) 翁梓淳   

評語及建議：運用木顏色及墨克筆以速寫素描手法繪畫，繪畫仔細，構圖平衡，長城的透視感亦準確，十分有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