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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遠流長」中國歷史漫畫創作比賽 

評分結果公布 
(2014 年 4 月 17 日版) 

冠軍：RAIM_02 精忠報國  - 陳均武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六) 

亞軍：TKOK_01 望梅止渴  - 周可兒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六) 

亞軍：KLPS_06 聞雞起舞 -  鄭嘉慧 姚心怡   坪石天主教小學  (三六) 

季軍：TKOK_02 煮豆燃萁  - 蔡佩珊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六) 

季軍：HKML_03 草船借箭  - 盧巧晴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六) 

季軍：PINS_01 文王求賢 -  陳振華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優異金獎： (15 分或以上) 

APSS_01 年獸的傳說 蔡欣悅、蔡欣琳 2/4 上水宣道小學 優異金獎 
BWY S_02 精忠報國岳飛傳 關詠之 6  佛教榮茵學校 優異金獎 
BWY S_03 三顧茅廬 鄧澤銘 6  佛教榮茵學校 優異金獎 
CRGP_01 火燒園明園 潘嘉盈 6 廣東道官立小學 優異金獎 
FDBW_06 七步成詩 陳悅明、施泳坤 6A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優異金獎 
KLPS_04 宋太宗雪中送炭 張子珊 3B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異金獎 
KLPS_07 一鳴驚人 梁惠珊 4A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異金獎 
LTYS_01 花木蘭 翁梓淳 6B 世界龍岡學校劉德容紀念小學 優異金獎 
PINS_10 田單出奇制勝 黃家儀 6B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異金獎 
SSHM_06 八年抗日之八路軍

奮勇殺敵 
黎哥儀 6A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優異金獎 

TKOK_03 老馬識途 周梓皓 4A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優異金獎 

優異獎：  (12-14 分) 

BUAS_01 三國火燒連還船 彭皓朗 5E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優異獎 

BWYS_01 聞雞起舞 許俊芝 6 佛教榮茵學校 優異獎 
BWY S_10 花木蘭的偉人故事 曾楚淇 6 佛教榮茵學校 優異獎 
WYPS_02 泰始皇─焚書坑儒 曾嘉希 6 佛教榮茵學校 優異獎 
CYPY_02 焚書坑儒 蘇浚瀚 5 潮陽百欣小學 優異獎 
CYPY_05 五十步笑百步 王天睿 5 潮陽百欣小學 優異獎 
CYPY_06 杯弓蛇影 冼安妮 5 潮陽百欣小學 優異獎 
FDBW_02 完璧歸趙 甄梓傑 4A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優異獎 
FDBW_04 指鹿為馬 劉子睿 5A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優異獎 
KLPS_09 孫武三令五申 羅恩蕎 4B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異獎 
KLPS_10 陳勝吳廣起義 劉旭濤、佘文雅 4B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異獎 
PINS_03 鴻門宴 關仲喬 4C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異獎 
PINS_09 一飯千金 梁美寶 6A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異獎 
PYLF_01 囊螢照書 譚善珩 4D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優異獎 
PYLF_04 高山流水 林靜怡 4B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優異獎 
SSHM_02 三顧茅蘆 劉諾賢 5A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優異獎 
SSHM_07 孔子 何慈恩 6C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優異獎 
SSHM_09 岳飛 馮芯悅 6C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優異獎 
STKC_01 扁鵲記 林駿彥 6A 沙頭角中心小學 優異獎 
TKOK_04 鴉片戰爭 周可欣 4A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優異獎 
TKOK_05 煮豆燃萁 陳狄熙 5C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優異獎 
TKOK_06 一鳴驚人 楊芷瑤 4A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優異獎 
TPOM_01 鑿壁偷光 邵翠塋、袁朗晴 4A 大埔舊墟公立學校(寶湖道) 優異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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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獎：  (10-11 分) 

APSS_02 花木蘭 萬子杰 3 10 上水宣道小學 優秀獎 
BWY S_04 自相矛盾 溫芷晴 6 10 佛教榮茵學校 優秀獎 
CYPY_04 七步成詩 麥詠塋 5 10 潮陽百欣小學 優秀獎 
FDBW_01 聞雞起舞 徐孫堯 4 10 邑工商總會學校 優秀獎 
FDBW_05 畫蛇添足 龍炯雄 5 11 邑工商總會學校 優秀獎 
FDBW_08 負荊請罪 鍾美玲 6 10 邑工商總會學校 優秀獎 
HKML_02 哭竹生筍 劉新妍 6 11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優秀獎 
PINS_02 負荊請罪 黃凱晴 

羅曉潼 
4 11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PINS_04 韓信之少年時代 馬澤銘 
黎詠恩 

4 
3 

12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PINS_05 朱元璋建立明朝 李思航 4 12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PINS_06 酒池肉林 朱家禧 

吳星民 
5 11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PINS_07 鐵柱磨成針 楊洵 
潘月晴 

5 11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PINS_08 辛亥革命 安喬 5 12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PYLF_02 多多益善 李諾思 4 10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優秀獎 
PYLF_03 山海關之戰 黃俊禧 4 10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優秀獎 
PSEC-01 問鼎中原 梁麗冰 

劉旭濤 
5 11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PSEC-02 假途滅虢 凌浩林 
尹澤兼 

5 11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PSEC-03 義和團之亂 陳兆龍 5 11 坪石天主教小學 優秀獎 
SSHM_01 指鹿為馬 鄺玉齡 4 10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優秀獎 
SSHM_03 武后奪權 翁靜瞳 5 10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優秀獎 
SSHM_04 東施效顰 何莉怡 5 10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優秀獎 
TCPS_01 臥薪嘗膽 何穎賢 

陳青喬 
4 9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聯會張煊昌學校 優秀獎 

TKCS_08 破釜沈舟 張宇皓 6 10 沙頭角中心小學 優秀獎 
TKOK_07 刻舟求劍 楊曜丞 5 10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優秀獎 

 

良好獎：  (8-9 分)  另行公布 

 

 

 

中國歷史漫畫創作比賽評委： 

伍尚豪先生 (本土獨立動畫及插畫創作人) 

英文瀚老師 (中學視藝科老師) 

吳運忠先生 (畫家、視藝科主任) 

潘慧如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代表) 

陳漢森老師 (中文大學學校發展主任、歷史科老師) 

 



 3

評委評語 

Peter NG 伍尚豪  (12 April 2014) 

整體評語：繪畫人物及背景表現整體不錯，信息及故事敍事比較直接，有空間改進。但漫畫表達

上，想像力比技巧還更重要。同學加油努力 !! 

 

(編號  RAIM_02   )   RAIM_02_精忠報國_6C_ 陳均武 

評語及建議：繪畫技巧出色 筆法畫面豐富細膩。中國風配合書法字 - 絕配！ 藝術性高。 

(編號 TKOK_01  )   TKOK_01_周可兒_6A_望梅止渴 

評語及建議：卡通人物設計有趣，清新活潑  吸引力高。 

(編號 PINS_05  )   PINS_05_朱元璋建立明朝_4D_李思航 

評語及建議：黑白漫畫所能表達的 個人強烈風格  人物表情豐富  

(編號  PINS_10  )  04 PINS_10_田單出奇制勝_6B_黃家儀 

評語及建議：設計美觀  人物動作充滿動感 

(編號 PINS_03  )   05 PINS_03_鴻門宴_4C_關仲喬 

評語及建議：情節流暢生動  漫畫安排恰當 

(編號 TKOK_03  )   06 TKOK_03_周梓皓_4A_老馬識途 

評語及建議：背景繪畫清新 卡通人物有趣 

(編號 KLPS_06   )   07 KLPS_06_聞雞起舞_3B_鄭嘉慧_6A 姚心怡.jpg 

評語及建議：人物動作流  分鏡恰當 服裝設計精美 

其他十強作品編號： 

FDBW_06_七步成詩_6A_陳悅明_施泳坤 

HKML_03_草船借箭_6E_盧巧晴 

KLPS_07_一鳴驚人_4A 梁惠珊 

LTYS_01_花木蘭_6B_翁梓淳 

SSHM_06_八年抗日之八路軍奮勇殺敵_6A_黎哥儀 6A 

TKOK_02_蔡佩珊_6A_煮豆燃萁  

BWYS_01_聞雞起舞_P6_許俊芝  

BWYS_02_精忠報國岳飛傳_P6_關詠之 

FDBW_02_完璧歸趙_4A_甄梓傑 

BWYS_03_三顧茅廬_P6_鄧澤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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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惠萍女士  (11/4 / 2014) 
 
整體評語：_8 格漫畫要在短短 8個鏡頭中說出精彩故事，確非易事。喜見有同學在取鏡、文字與
畫面的構圖、人物造形、背景等等的處理下了不少苦功。部份同學能突破流於直白的敍述，以生
動的方式演繹故事，實屬難得。 
 

(編號  RAIM_02_精忠報國_6C_ 陳均武  ) 
評語及建議：以水墨畫形式配合中國故事，氣氛畫面俱非常出色，有大將之風。 

(編號  PINS_03_鴻門宴_4C_關仲喬   )    
評語及建議：技巧純熟，說故事技巧、鏡頭處理及動態神情生動，若上色及背景更仔細，定能更
上一層樓。 

(編號  TKOK_01_周可兒_6A_望梅止渴   )   
評語及建議：技巧純熟，造形神態生動可愛。 

(編號  KLPS_06_聞雞起舞_3B_鄭嘉慧_6A 姚心怡    )   
評語及建議：人物動態及構圖不俗，文字與畫配合，若上色及造形更到位，定能更上一層樓。 

(編號  BWYS_03_三顧茅廬_P6_鄧澤銘    )    
評語及建議：說故事技巧、鏡頭處理及動態生動，若上色更仔細，文字與畫的構圖再添心思，定
能更上一層樓。 

(編號   FDBW_06_七步成詩_6A_陳悅明_施泳坤   )  
評語及建議：人物造形及文字與畫配合俱佳，若故事及人物動態更生動，定能更上一層樓。 

(編號 HKML_03_草船借箭_6E_盧巧晴        )    
評語及建議：說故事技巧、鏡頭處理不俗，若上色更仔細及人物動態更生動，定能更上一層樓。 
 
其他十強作品編號：  

PINS_01_文王求賢_4B_陳振華、 

TKOK_02_蔡佩珊_6A_煮豆燃萁、 

TKOK_03_周梓皓_4A_老馬識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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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Ying Man Hon  (03 April  2014) 

整體評語：__Most drawings are very impressive. They were good at understanding the stories and use an 

appropriate way to present. Students were good in drawing cute cartoons. Yet, the body structures and 

facial expressions can be improved by practice. Also, the architectural drawings are quite challenging for 

primary students. They should spend more time in observing the architectures around us and practice 

them well. 

(編號 HKML 03 草船借箭 盧巧晴  )    

評語及建議： Very nice perspective drawing. Impressive bubbles expressions. Comic elments were 

added to the drawing. Well use of color pencils. 

(編號 TKOK 01  望梅止渴 周可兒   )    

評語及建議：Nice lines and colors. Neat and Tidy. Yet, the drawings are too simple and flat. Try some 

perspective drawing next time. 

(編號  RAIM02  精忠報國 陳均武  )    

評語及建議：Very impressive and stylistic. Good use of water color for shades. Yet, it’s too messy. Nice 

calligraphy 

 (編號   KLPS06 聞雞起舞 鄭嘉慧  姚心怡   )    

評語及建議：Nice and detailed drawing. The Facial Expressions and the body structures can be improved 

by practice. 

(編號 KLPS04   宋太宗雪中送炭   張子珊     )    

評語及建議： Nice color, but beware of the drawing of architecture and body structures. 

(編號 TKOK02   煮豆燃萁 蔡佩珊     )    

評語及建議：Nice perspective and Detailed drawing on facial expression. Yet, the drawing of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should be improved. 

(編號 APSS01  年獸的傳說 蔡欣悅 蔡欣琳      )    

評語及建議：Nice try of colors. Yet, too simple and beware of the body structures. 

 

其他十強作品編號： 

BWYS03  三顧茅廬 鄧澤銘            CYPY05  五十步笑百步 王天睿 

FDBW06  七步成詩 陳悅明 施泳坤     KLPS01 大禹治水     張智力 

LTYS01   花木蘭     翁梓淳             PINS01  文王求賢       陳振華 

PINS10   田單出奇制勝  黃家儀            SSHM06  八年抗日之八路軍奮勇殺敵 黎哥儀 

SSHM09  岳飛      馮芯悅            TKOK03  守株待兔    趙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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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運忠先生     (8/4/2014) 

整體評語：大部分作品處理也有心思，宜多利用不同的點、線組合及肌理表現場景氣氛，提高色

彩表現也能更有效表達整體氣氛，可多參考不同的漫畫作品。 

(編號 LTYS_01_花木蘭_6B_翁梓淳)    

評語及建議：構圖佳，選擇不用文字，內容也能表達清晰 

(編號 TKOK_01_周可兒_6A_望梅止渴)    

評語及建議： 造型生動有趣，角色表情豐富 

(編號 RAIM_02_精忠報國_6C_ 陳均武)    

評語及建議：淡彩表現個人及強烈的中國風格 

(編號 TKOK_02_蔡佩珊_6A_煮豆燃萁 )    

評語及建議：處理畫面有條理，若能豐富背景表現環境或氣氛就更好 

(編號 CRGP_01_火燒園明園_P6_潘嘉盈 )    

評語及建議： 畫面構置佳，色彩可豐富些 

(編號 PINS_01_文王求賢_4B_陳振華 )    

評語及建議：畫面配合文字內容表達清晰，人物造型也好 

(編號 KLPS_06_聞雞起舞_3B_鄭嘉慧_6A 姚心怡 )    

評語及建議：每格構圖內容也很豐富，處理也有條理 

 

其他十強作品編號： 

APSS_01_年獸的傳說_P2P4_蔡欣悅_蔡欣琳  

BWYS_02_精忠報國岳飛傳_P6_關詠之  

CYPY_06_杯弓蛇影_5C_冼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