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作品集



組別一：火花營 Sparks

組別一：火花營 冠軍

姓名：張縝松
作品名稱：盼望新天新地
教會名稱：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聖經經文：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和他們同住, 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
（啟示錄21:3）

組別一：火花營 亞軍

姓名：何君弦
作品名稱：喜樂平安盼望
教會名稱：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聖經經文：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
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馬書15:13）



姓名：梁皓正
作品名稱：永生的盼望
教會名稱：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聖經經文：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
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啟示錄 22:1)

組別一：火花營 季軍 組別一：火花營 優異獎

姓名：古靖嵐
作品名稱：生命如彩虹．恩典如繁星
教會名稱：基督教宣道會荃灣堂

聖經經文：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
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馬書15:13）



組別一：火花營 優異獎

姓名：麥晞媛
作品名稱：神創造的世界
教會名稱：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聖經經文：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姓名：林俊言
作品名稱：《探索海洋世界》
教會名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聖經經文：
我卻要常常盼望，並要越發讚美你。（詩篇71:14）



姓名：歐陽慕言
作品名稱：恆久的愛
教會名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聖經經文：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13:13）

姓名：Asher Liu
作品名稱：挪亞方舟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泉福堂

聖經經文：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
（創世記 9:13）



姓名：廖卓泓
作品名稱：我的盼望
教會名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聖經經文：
我卻要常常盼望，並要越發讚美你。 （詩篇71:14）

姓名：馮譱翹
作品名稱：「主的光仍在照着」
教會名稱：沙田浸信會馬鞍山堂

聖經經文：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馬太福音 5:14）



姓名：林恩濔
作品名稱：Chapel
教會名稱：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聖經經文：
Don’t make people look down upon you as young.  Always 
set an example for believers in words, deeds, love, faith, and 
cleanliness. (1 Timothy 4:12)

姓名：高佩瑜
作品名稱：主是最有能力
教會名稱：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聖經經文：
我們的主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詩篇147:5）



姓名：陳芷霏
作品名稱：抗疫成功
教會名稱：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聖經經文：
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神，豈有我難成的事嗎？
（耶利米書32:27）

姓名：賴以心
作品名稱： 共建神蹟
教會名稱：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聖經經文：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
永遠。（詩篇23:6）



姓名：梁紫慧
作品名稱：心中有愛
教會名稱：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聖經經文：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13:13）

姓名：張芷茹
作品名稱：愛
教會名稱：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聖經經文：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4:19）



姓名：楊沛澄
作品名稱：地球平安
教會名稱：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聖經經文：
我們的主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詩篇147:5）

姓名：羅俊然
作品名稱：Fruits of the Spirit
教會名稱：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聖經經文：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拉太書5:22-23）



姓名：謝宛芝
作品名稱：耶穌愛小孩
教會名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

聖經經文：
那時，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
責備那些人。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
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馬太福音19:13-14）

姓名：劉均浩
作品名稱：主會快來
教會名稱：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聖經經文：
證明這些事的說: 「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
來！（啟示錄22:20）



姓名：李愷晴
作品名稱：信主得救
教會名稱：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聖經經文：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傳16:31）

姓名：許恩陶
作品名稱：我是有盼望的小羊
教會名稱：基督教宣道會荃灣堂

聖經經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
在可安歇的水邊。（詩篇23:1-2）



姓名：陳靈
作品名稱：”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教會名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聖經經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詩篇23:1）

姓名：紀芯悅
作品名稱：從創造中看見盼望
教會名稱：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聖經經文：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姓名：林嘉盈
作品名稱：「樂韻悠揚盼望愛」
教會名稱：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聖經經文：
耶和華啊，求你照著我們所仰望你的，向我們施行慈愛！
（詩篇33:22）

姓名：廖卓瑩
作品名稱：神是我力量
教會名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聖經經文：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羅馬書5:3）



組別二：見習真理奇兵隊 T&T

姓名：王憫諾
作品名稱：這就是愛了！
教會名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文字描述：
彩虹雲彩代表神與我們同在；十字架讓我們知道耶穌流出寶血洗淨
我們的罪，作我們與神的橋樑，這就是愛了！

聖經經文：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做了挽回
祭，這就是愛了。（約翰一書 4:10）

組別二：見習真理奇兵隊 
冠軍



姓名：陳以心
作品名稱：永恆的盼望
教會名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

文字描述：
圖中以一個大心作背景是代表我的心中所想，所盼望的；而心內背
景的星光襯托出女孩子手中的獨突一點光，而經文進一步帶出這一
點光，這一個盼望是從我們的天父而來的。

聖經經文：
Yes, my soul, find rest in God; my hope comes from him. 
(Psalms 62:5)

組別二：見習真理奇兵隊 
冠軍



姓名：何天行
作品名稱：HOPE
教會名稱：沙田浸信會沙田圍堂

文字描述：
作品內H代表HAPPY(喜樂), O代表OVERFLOW (充滿), P代表
PEACE (平安), E代表 EMMANUEL (神與我們同在)。 現在環境有
很多的限制或阻隔，希望像火箭般的盼望(HOPE)盡快地穿出黑
暗，走向光明。神給予我們充滿平安和喜樂的心，多讀聖經，面對
將來的逆境，神必與我們同在。 

聖經經文：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
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馬書 15:13）組別二：見習真理奇兵隊 

亞軍



姓名：廖敬恆
作品名稱：裂•縫
教會名稱：基督教宣道會荃灣堂

文字描述：
在撕裂的人際關係中，基督的愛卻能夠縫補彼此間的冤仇，成就了
和睦。

聖經經文：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
好了。（以弗所書2:16）

組別二：見習真理奇兵隊 
季軍



姓名：陳諾行
作品名稱：常存盼望，數算主恩
教會名稱：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文字描述：
我繪這幅畫的原因是，雖然世界上有很多天然災禍和人類造成的災
難，自己身邊也發生了很多不如意不順意的事，但是我深信慈愛憐
憫的天父，祂愛我們每一個，藉著不斷的禱告和堅定的信心，一定
會有神蹟出現，苦難生出磨練，信心生出盼望。正如哥林多後書
1:7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
楚，也必同得安慰。」

聖經經文：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
望神的榮耀。（羅馬書5:2）

組別二：見習真理奇兵隊  
優異獎



姓名：鄭愷融
作品名稱：約定的盼望
教會名稱：觀塘浸信會

文字描述：
這設計源於聖經記載的挪亞方舟。人和萬物都是神所喜愛的，彩虹
顯明神是信實的，在患難中給我們恩典、盼望。

聖經經文：
神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的各樣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
(創世記9:12-13)



姓名：林盈希
作品名稱：永生之據
教會名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文字描述：
籍自己的創作把摩西在曠野舉銅蛇和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兩個歷史
事實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由以色列人仰望銅蛇得生命，走向最
終極的盼望：仰望基督得著永生。

聖經經文：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
永生。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4-16）



姓名：黃嘉希
作品名稱：堅持
教會名稱：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文字描述：
疫情之下，每個人出入都要戴口罩，勤洗手，注意個人衛生，讓病
毒遠離我們，這樣就可以恢復我們的正常生活。同心抗疫，香港加
油！

聖經經文：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上）



姓名：趙思賢
作品名稱：疫情中的希望
教會名稱：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文字描述：
在疫情下，很多人遇到困難，我相信神必定會幫助我們，就像利米
哀歌3:21所說:「我想起這事，心裏就有指望」。

聖經經文：
我想起這事，心裏就有指望。（耶利米哀歌3:21）



姓名：Chan Ching Yin Jaycen
作品名稱：施比受更為有福
教會名稱：沙田浸信會

文字描述：
義工探訪有需要的人士，致送禮物給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傳送愛
心關懷到社區，彰顯上帝的愛。

聖經經文：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4:19）



姓名：溫展廷
作品名稱：不戴口罩的盼望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徒會堂

文字描述：
I hope Covid-19 going away soon. We can go back to school 
and church.

聖經經文：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羅馬書12:12）



姓名：梁芊睿
作品名稱：Hope for the best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徒會堂

文字描述：
I hope that the coronavirus will be defeated soon, so that we can 
have our normal life again.

聖經經文：
May the God of hope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as you trust in 
him, so that you may overflow with hop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Romans 15:13)



姓名：陳筱浟
作品名稱：盼望
教會名稱：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文字描述：
我們在主耶穌裏就有盼望，我們可以常常禱告、讀經、親近神，那
麼，無論我們面對什麼環境，我們都可常存盼望。

聖經經文：
主耶和華啊，你是我所盼望的；從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詩篇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