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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計畫總監序

看到這些一幅幅畫工細緻精美的四格漫畫，內

容又甚具意思、宣揚和諧訊息的口號標語，所

以不得不將這些作品印製出來，讓更多的人去

欣賞及廣傳。它們是由超過萬多份的作品中挑

選出來最傑出優秀的得獎作品 !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於 2010 及 2011
年舉辦了兩次全港性的口號及四格漫畫創作比

賽。這兩屆的公開比賽是由香港城市大學應用

社會科學學系主辦，並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

各界反應比預期中更熱烈和踴躍，中小學生都

紛紛創製具心思、具和諧涵義的漫畫故事內容，

並繪畫得栩栩如生，仿如專業水平。至於口號

創作亦非常富有創意，字句的運用不但榔榔上

口，也能喚起大眾對和諧校園的關注。

這些比賽旨在令更多年青學童能正視校園衝突，

讓他們多作反省和思考，期望能將這些正面訊

息化作能量，去建立及推動校園和諧氣氛及關

愛文化。願你們都可以由自己做起，去感染和

祝福身邊的同學和老師，播下良善、恩慈、仁

愛、溫柔、和平、忍耐、節制、喜樂和信實的

種子，讓它們植根、成長，並能結出果子來。

最後，願上帝的愛和恩典賜予你們和你一家 !

祝福你 !

馮麗姝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2 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口號得獎作品 ( 小學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冠軍   周德欽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亞軍  胡凱茵  播道書院（小學部）

季軍  文明麗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優異  劉易安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黃靜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魏瑋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梁耀俊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余心妍  佛教榮茵學校

  陳志釗  華富村寶血小學

  梁書銘  大埔官立小學

  邱鳳兒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章宏  華富村寶血小學

  莫錦穎  播道書院（小學部）

體諒包容展笑臉，
   和諧校園愛相連。

周德欽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互助互愛互勉勵，
  和諧精神盡發揮 !

																													胡凱茵
播道書院（小學部）

關懷體諒與接納，
   和諧校園齊建立。

文明麗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4 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互助互愛互體諒，
     關心扶持齊相讓。

劉易安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和諧校園沒紛爭，
   互相幫助感情增。

陳志釗
華富村寶血小學和諧校園存關愛，

   彼此扶持樂滿載。
黃靜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各人能力不盡同，
   包容體諒樂無窮 !

梁書銘
大埔官立小學

欺凌暴力永絕跡，
  校園和諧樂不息 !

梁耀俊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讓寬容覆蓋憤怒，
   讓和諧充滿校園。

章宏
華富村寶血小學

體諒關懷在校園，
   和諧友愛大團圓。

魏瑋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互助互愛沒紛爭，
   和諧校園樂繽紛。

邱鳳兒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欺凌行為犯眾憎，
   關愛和諧顯愛心。

余心妍
佛教榮茵學校 尊敬師長愛同學，

     和諧校園無隔膜。
																				莫錦穎

播道書院（小學部）

優異獎



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6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口號得獎作品 ( 初中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冠軍  羅伊琳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亞軍  劉思敏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季軍  陳凱筠  播道書院（中學部）

優異  傅浩彰  王肇枝中學

  梁卓謙  播道書院（中學部）

  溫天朗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郭祉晴  王肇枝中學

  劉耀輝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馬肇均  王肇枝中學

  林凱欣  王肇枝中學

  江晉宇  播道書院（中學部）

  黃珮嘉  播道書院（中學部）

 

體諒包容展笑臉，
   和諧校園愛相連。

羅伊琳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友愛和平做到足，
   齊奏和諧校園曲。

																									陳凱筠
播道書院（中學部）

互相包容共建快樂泉源，
    彼此尊重精神傳遍校園

劉思敏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8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優異獎

以禮待人互包容，
    校園生活樂融融 !

傅浩彰
王肇枝中學

和諧校園齊開始，
  互相幫助不會遲 !

																				梁卓謙
播道書院（中學部）

關愛之情溢於心
    暴力言行不發生

溫天朗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校園和諧始於你，
   尊重包容最完美。

郭祉晴
王肇枝中學

和諧校園人人愛，
   暴力拒於校門外。

劉耀輝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謝絕嘲笑與傷害，

   和諧校園眾人愛。
																			江晉宇

播道書院（中學部）

同學之間多和諧，

    萬分困難也可解 !
																			黃珮嘉

播道書院（中學部）

和諧志向，師生同往。
     融洽校園，攜手共創。

馬肇均
王肇枝中學

互助互愛無憂愁，
    和諧氣氛樂悠悠。

林凱欣

王肇枝中學



10 1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冠軍  鄭高雅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亞軍  洪嘉儀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季軍  丘禮甄  王肇枝中學 

優異  阮俊殷  播道書院（中學部） 

  李憲杰  播道書院（中學部） 

  黃浩歡  王肇枝中學 

  鄭凱祈  王肇枝中學

  關紫欣  沙田官立中學 

  王心謙  王肇枝中學 

  劉浠彤  將軍澳香島中學 

  陳瑞清  深培中學 

  蔡子晴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口號得獎作品 ( 高中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和諧校園滿關愛，
   暴力欺凌永不在。

鄭高雅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教師同學守望相助，
   和諧校園你我唱和。

																									丘禮甄
王肇枝中學

同心同根，你我不分
和諧校園一家親。

洪嘉儀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12 1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優異獎

尊重包容，不帶成見，
   和諧校園，你我共建。

																									阮俊殷
播道書院（中學部）

師生包容和尊重，
     奏出校園美樂頌。

																							李憲杰

播道書院（中學部）

和諧校園互關心，
   友愛扶持心連心。

黃浩歡
王肇枝中學

老師學生心連心，
   和諧共處無紛爭。

鄭凱祈
王肇枝中學

齊築無敵友誼船，
   共建和諧伊甸園。

關紫欣
沙田官立中學

和諧建於校園內，
     尊重禮讓互對待。

王心謙
王肇枝中學

愛護同學莫欺凌
     校園和諧樂盈盈

劉浠彤
將軍澳香島中學

光明前途一手栽，
     師生關懷情滿載。

陳瑞清
深培中學

以「愛」融於這校園，
包容、團結永常存 !

蔡子晴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14 1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冠軍  莫曉晴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亞軍  盛琬桐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季軍  鄭曉華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優異  馮靖嵐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陳樂熙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 九龍塘 )

  謝施予  深井靈光小學

  黃梓穎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陳祉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四格漫畫得獎作品 ( 小學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莫曉晴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冠軍



16 1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盛琬桐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鄭曉華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亞軍

季軍



18 1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馮靖嵐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陳樂熙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 九龍塘 )

優異

優異



20 2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謝施予　深井靈光小學

黃梓穎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優異

優異



2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初
中
組

22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陳祉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冠軍  李樂兒  沙田崇真中學

亞軍  彭可怡  沙田崇真中學 

季軍  陳康瑤  將軍澳官立中學 

優異  余嘉汶  聖公會基孝中學

  高凱汶  救恩書院  

  黃慧怡  救恩書院

  黃瑋珊  將軍澳官立中學

  卓紫花  屯門天主教中學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四格漫畫得獎作品 ( 初中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優異



24 2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彭可怡　沙田崇真中學

李樂兒　沙田崇真中學

冠軍

亞軍



26 2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陳康瑤　將軍澳官立中學

季軍

余嘉汶　聖公會基孝中學
優異



28 2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高凱汶　救恩書院

優異

黃慧怡　救恩書院

優異



30 3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黃瑋珊　將軍澳官立中學

卓紫花　屯門天主教中學 

優異

優異



32 3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冠軍  凌曉儀  將軍澳官立中學

亞軍  李麗華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季軍  梁倬瑤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優異  李芷欣  沙田官立中學

  譚麗玲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吳芷琳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陳民珊  曾壁山中學

  潘俊傑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四格漫畫得獎作品 ( 高中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凌曉儀　將軍澳官立中學

冠軍



34 3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李麗華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亞軍

梁倬瑤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季軍



36 3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李芷欣　沙田官立中學優異

譚麗玲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優異



38 3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吳芷琳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陳民珊　曾壁山中學

優異

優異



4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小
學
組

40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潘俊傑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優異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口號得獎作品 ( 小學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冠軍  李楚翹  潮陽百欣小學

亞軍  唐子淇  播道書院 ( 小學部 )

季軍  陳歷安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優異  何卓詠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陳彥彤  聖羅撒學校

  陳祉呈  聖公會奉基小學

  鄭霖海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羅皓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陳祉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葉靖琪  播道書院 ( 小學部 )

  李佩妍  天神嘉諾撒學校

  李冠琳  彩雲聖若瑟小學

  謝一龍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42 4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冠軍

亞軍

季軍

和諧校園互包容，
   彼此尊重永共融。

李楚翹
潮陽百欣小學

校園互愛，歡欣滿載，
   盡顯關懷，欺凌不再。

唐子淇
播道書院 ( 小學部 )

接納包容共成長，
   和諧校園齊共享。

陳歷安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優異獎

互諒互讓校園品德至上
   齊心關心洋溢歡樂氣氛

何卓詠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爭吵欺凌絕不該，
  和諧校園人人愛。

陳彥彤
聖羅撒學校

和諧關愛少紛爭，
      校園生活樂歡欣。

陳祉呈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互助互愛互包容，
      校園生活樂融融。

鄭霖海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師生互愛顯情深，
     和諧校園樂繽紛。

羅皓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4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初
中
組

44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包容接納莫欺凌，
   校園和諧建友情。

陳祉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心平氣和，笑常在。
   關愛共融，和諧永。

																						葉靖琪
播道書院（小學部）

師長如至親，同學是知音。
  互愛獻真心，和諧零紛爭。

李佩妍
天神嘉諾撒學校

和諧相處，彼此尊重。
  互相包容，同樂共融。

李冠琳
彩雲聖若瑟小學

互相尊重齊包容，
  和諧校園樂無窮。

謝一龍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口號得獎作品 ( 初中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冠軍  陳穎熙  聖馬可中學

亞軍   黃梓軒  天主教伍華中學

季軍   陳芷琪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優異   林子羚  景嶺書院

  劉婉雯  聖馬可中學

  鄭翱釋  金文泰中學

  吳一緯  荃灣聖芳濟中學

  梁慶燃  天主教伍華中學

  陳嘉恩  屯門天主教中學

  陳翠珊  屯門天主教中學

  黃慧怡  救恩書院

  林惠珊  香港培道中學

  梁詩敏  明愛聖若瑟中學



46 4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尊重包容常在心，
  和諧校園情最真。

陳穎熙
聖馬可中學

彼此尊重，友情永共。
  互相包容，歡樂共融。

黃梓軒
天主教伍華中學

微笑有禮互守望，
  和諧校園攜手創。

陳芷琪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優異獎
博愛互助顯關懷，

    杜絕欺凌擁和諧。
林子羚
景嶺書院

有禮學習冇爭鬥，
    校園和睦冇煩憂！

劉婉雯
聖馬可中學

友善和諧齊欣賞，
    舒適校園齊共享。

鄭翱釋
金文泰中學

彼此尊重共包容，
    同創和諧樂共融。

吳一緯
荃灣聖芳濟中學

互相包容無國界，
    和諧校園齊愛戴。

梁慶燃
天主教伍華中學



4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高
中
組

48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笑容滿遍校園地，
  和諧相處樂無比。

陳嘉恩
屯門天主教中學

校園師生情誼濃，
  和諧關懷樂共融。

陳翠珊
屯門天主教中學

和諧校園，你我其創；
  友愛同儕，關懷發放。

黃慧怡
救恩書院

師生攜手齊合作，
  和諧校園添姿彩。

林惠珊
香港培道中學

和睦相處同度溫馨歲月，
  齊心協力共創和諧校園。

梁詩敏
明愛聖若瑟中學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口號得獎作品 ( 高中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冠軍  謝耀祖  荃灣聖芳濟中學

亞軍　 陳子聰  荃灣聖芳濟中學

季軍　 黃偉樂  天主教伍華中學

優異   李向華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熊敏如  香港真光書院

  黎泳娟  保祿六世書院

  劉思敏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劉詠彤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鄭炫祺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郭詠瑜  長洲官立中學

  劉宏信  荃灣聖芳濟中學

  朱文杰  天主教伍華中學

  謝子維  天主教伍華中學



50 5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冠軍

季軍

亞軍

勤反省培養包容之心，
  常敬讓實踐和諧之道。

謝耀祖
荃灣聖芳濟中學

播種文明，澆灌尊重。
  撤下包容，收獲和諧。

陳子聰
荃灣聖芳濟中學

歧視杯葛皆不容，
  尊重包容樂並融。

黃偉樂
天主教伍華中學

優異獎
尊重包容彼此學，
   和諧氣氛融洽樂。

李向華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互助互愛獻真心，
   亦師亦友勝萬金。

熊敏如
香港真光書院 友愛包容互尊重，

   校園和諧樂融融。
黎泳娟

保祿六世書院師生互助互勉顯關懷，
   校園共融姿彩指日待。

劉思敏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融洽相處學會互相包容，
   建立溝通懂得彼此尊重。

劉詠彤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5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小
學
組

52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和睦互愛無紛爭，
  師生互助顯愛心。

鄭炫祺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愛包容，學尊重。
  和諧校園展歡容。

郭詠瑜
長洲官立中學

包容接納獻真心，
  微笑溫暖常在心。

劉宏信
荃灣聖芳濟中學

和諧綻放生命色彩，
  包容尊重更顯可愛。

朱文杰
天主教伍華中學

關愛共容添姿采，
  攜手共創新未來。

謝子維
天主教伍華中學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四格漫畫得獎作品 ( 小學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冠軍  陳曉晴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亞軍  麥瀗丰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季軍  陳祉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優異  黃雅立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張加倩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鄭曉華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布曉晴  道教青松小學 ( 湖景邨 )

  區樂雯  道教青松小學 ( 湖景邨 )

  鄭庭軒  馬頭涌官立小學 ( 紅磡灣 )

  鄭紫晴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曹鈺澄  聖保祿學校 ( 小學部 )

  吳軒婷  聖公會奉基小學

  談芷晴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54 5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陳曉晴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作品名稱：一起共創，和諧校園

評語：

創造和諧校園的正反面都能清晰表達，四格的構圖例如用

手腳拼出交叉等很有創意，第三格亦很能表達出 " 共創 " 
以及 " 和諧 " 的中心思想，雖然是黑白創作，但四格漫畫

的表達亦很清晰順暢

作品名稱：攜手用愛樂校園

麥瀗丰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亞軍

冠軍



56 5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作品名稱：和諧關顧你我他

陳祉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季軍

作品名稱：和諧小校園

黃雅立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優異



58 5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作品名稱：校園四寶

張加倩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優異

作品名稱：互助互愛的校園

鄭曉華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優異



區樂雯　道教青松小學 ( 湖景邨 )

60 6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作品名稱：防欺超人

布曉晴　道教青松小學 ( 湖景邨 )

作品名稱：和諧校園齊創造

優異

優異



鄭庭軒　馬頭涌官立小學 ( 紅磡灣 )

作品名稱：友誼比外表更重要

鄭紫晴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62 6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優異

優異

作品名稱：輪椅上的快樂



吳軒婷　聖公會奉基小學

作品名稱：和諧校園

64 6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小
學
組

作品名稱：創造和諧校園

曹鈺澄　聖保祿學校 ( 小學部 )

優異

優異



6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初
中
組

66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四格漫畫得獎作品 ( 初中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冠軍　 馮芷澄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亞軍　 陳偉傑  鳳溪第一中學

季軍　 葉泳芯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優異　 洪蘇平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莫可瑜  潔心林炳炎中學

  廖雯雅  潔心林炳炎中學

  繆怡琦  基督書院

  杜筠淇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姚穎彤  沙田崇真中學

  徐曉茵  沙田崇真中學

  黃希如  沙田崇真中學

  陳嘉欣  德蘭中學

  卓紫花  屯門天主教中學

談芷晴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作品名稱：「友愛」無類 優異



68 6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馮芷澄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作品名稱：我不孤單

評語：

• 簡單、肯花心思

• 細心想過 “分鏡＂

• 沒對白、只用圖畫表達意思，是四格漫畫最

好、也是最困難的表達方法

作品名稱：我愛和諧校園

陳偉傑　鳳溪第一中學

亞軍

冠軍



70 7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作品名稱：一份關心＊關懷

葉泳芯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季軍

洪蘇平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作品名稱：和諧校園優異



作品名稱：「友愛」無類

莫可瑜　潔心林炳炎中學

72 7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作品名稱：惡人和諧

作品名稱：飯的故事

廖雯雅　潔心林炳炎中學

優異

優異



74 7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作品名稱：和諧學校

作品名稱：分享快樂？

繆怡琦　基督書院

杜筠淇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優異

優異



76 7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作品名稱：下一站…和諧
作品名稱：和諧校園

姚穎彤　沙田崇真中學

徐曉茵　沙田崇真中學

優異

優異



78 7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初
中
組

作品名稱：感染

作品名稱：共創和諧校園

黃希如　沙田崇真中學

陳嘉欣　德蘭中學

優異

優異



8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

高
中
組

80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作品名稱：新生入學記

卓紫花　屯門天主教中學 
優異

冠軍  李詠儀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亞軍  秦嘉麒  元朗公立中學

季軍  蕭詠方  德蘭中學

優異  劉倩怡  屯門天主教中學

  許雨莉  潔心林炳炎中學

  譚映思  五育中學

  張青霜  真光女書院

  黃洱辰  真光女書院

  劉澄茹  真光女書院

  柳嘉欣  沙田崇真中學

  秦冠嫻  靈糧堂怡文中學

  李靖瑤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龔永豪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2010 年至 2011 年度
四格漫畫得獎作品 ( 高中組 ) 

獎項	 	 姓名	 	 學校



82 8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李詠儀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作品名稱：關愛校園

評語：

• 懂得用待人接物最常用的“眼、口、手＂來比喻，好！

• 簡單線條但有深度

• 有個人風格，令人看後很深刻

冠軍

作品名稱：和諧校園．你我齊創建

秦嘉麒　元朗公立中學 

亞軍



84 8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作品名稱：互助兵團 和諧校園

作品名稱：和諧體驗

蕭詠方　德蘭中學

劉倩怡　屯門天主教中學

季軍

優異



86 8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作品名稱：和諧．分享愛

作品名稱：希望

許雨莉　潔心林炳炎中學

譚映思　五育中學

優異

優異



88 89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作品名稱：和諧校園

作品名稱：體諒和包容

張青霜　真光女書院

黃洱辰　真光女書院

優異

優異



90 91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作品名稱：齊來共創和諧校園
作品名稱：共容你我，互相幫助

劉澄茹　真光女書院

柳嘉欣　沙田崇真中學

優異
優異



92 93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秦冠嫻　靈糧堂怡文中學

李靖瑤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優異

優異作品名稱：傻瓜友誼



94 95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2010 年至 2011 年度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高
中
組

龔永豪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優異

作品名稱：有爭執，要 Calm Down



96 97和諧校園口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四格漫畫精選作品
2010 年至 2011 年度中學組評審

文地

四格漫畫精選作品
2010 年至 2011 年度小學組評審

 
路邊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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