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作品集



姓名：張善淇

作品名稱：神的創造——光體、晝夜、節令之新年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太古城堂

「新年」組別一 - Sparks火花營（K.3 – P.2）
得獎參賽作品

冠軍

香港Awana『新的恩典』
填色及繪畫比賽介紹

Awana是一個國際、超宗派的宣教機構。我們的使命是向普世的孩
童宣講基督耶穌的福音，同時以聖經為基礎作教導的兒童及青少年
事工，使他們成為基督耶穌的門徒。Awana幫助教會和學校以活潑
快樂的方式服侍二歲至十八歲的兒童及青少年，並專注以聖經教導
他們。香港區Awana事工於1998年正式開展英文營隊，並於2001
年成立中文營隊，現有約一百間教會及學校參與Awana事工。

上帝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我們
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雖然世界不斷變遷，
教會亦面臨不同挑戰，但我們深信仍能靠著上帝的恩典，導師和隊
員成為美好見證，繼續在世界為鹽作光。因此我們決定於2022年1
月至2月份趁著農曆新年舉行香港Awana『新的恩典』填色及繪畫
比賽，盼望藉著隊員的畫作，能鼓勵各位以積極、創新態度面對每
一天。

「新年」組別一 - Sparks火花營 (K.3 – P.2) 參考經文：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
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
（創世記1:14-15）

「新歌」組別二 - T&T見習真理奇兵隊 (P.3 – P.6) 參考經文：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
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詩篇96:1-2）



姓名：黃恩晴

作品名稱：主賜萬物

教會名稱：紅磡浸信會

亞軍

姓名：陳爾琳

作品名稱：嚐主恩 慶新年

教會名稱：順安浸信會

季軍

「新年」組別一 - Sparks火花營（K.3 – P.2）
得獎參賽作品



姓名：陳美諾

作品名稱：愛神恩典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徒會堂

優異獎

姓名：徐沛希

作品名稱：開心過新年

教會名稱：基督教福音聯合會宗聖堂

優異獎

「新年」組別一 - Sparks火花營（K.3 – P.2）
得獎參賽作品



姓名：李穎心

作品名稱：四季日夜神看顧

教會名稱：荔枝角靈糧堂

姓名：陳濋晴

作品名稱：神創造的地球

教會名稱：樂道會深水埗堂

「新年」組別一 - Sparks火花營（K.3 – P.2）
其他參賽作品

姓名：邱雅澄

作品名稱：神的繽紛世界

教會名稱：紅磡浸信會

姓名：周昊政

作品名稱：無名

教會名稱：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新年」組別一 - Sparks火花營（K.3 – P.2）
其他參賽作品

姓名：歐睿哲

作品名稱：上帝的創造真奇妙

教會名稱：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

姓名：鄺國堯

作品名稱：創世之初-晝夜四季時間成了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泉福堂

姓名：陳麗言

作品名稱：恩典、喜樂、平安、盼望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徒會堂

姓名：曾傲言

作品名稱：繽紛新年

教會名稱：荃灣基督教惠荃堂



姓名：紀芯悅

作品名稱：神就是光

教會名稱：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姓名：梁希晨

作品名稱：神創造天地萬物

教會名稱：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姓名：麥以寬

作品名稱：無名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太古城堂

「新年」組別一 - Sparks火花營（K.3 – P.2）
其他參賽作品



姓名：鄭愷融

作品名稱：頌揚恩典

教會名稱：觀塘浸信會

文字簡介：這作品的創作意念是一班動物、Awana 的主角及朋友

    運用不同恩賜,各展所長,齊心歌頌主。雖然疫情使我們

    難以共聚,但在主的恩典裏,我們不受空間的阻隔,傳揚主

    的救恩,以彩虹為記號,給世界帶來溫暖,天天頌揚祂的恩

       典!

「新歌」組別二 - T&T見習真理奇兵隊（P.3 – P.6）

得獎參賽作品

冠軍

姓名：陶希藍

作品名稱：中西合璧全球頌讚

教會名稱：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

文字簡介：大家好！我是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Awana T&T

    成員陶希藍。透過此繪畫比賽，我想用中國樂器和西方

    樂器一同設計在圖畫中，喻意我們不分種族、不分地

    方，不分你我，都可以在一起敬拜主唱新歌！就算世界

    不斷變遷，我們所有耶穌的門徒繼續同心合意讚美主，

    天天傳揚他的救恩！

亞軍



姓名：梁芊睿

作品名稱：人生舞台上的恩典

教會名稱：中國基督徒會堂

文字簡介：主賜給我們的恩典和堅持，令我們踏上人生的舞台上，

    面對人生的困難。讓我們有新的恩典，繼續勇敢面對事

    情！「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

    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

    福的！」以賽亞書30：18

季軍

姓名：梁皓正

作品名稱：與主一起唱新歌

教會名稱：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文字簡介：這幅畫描繪了神的兒女在祂的院子裡高興地唱著新歌讚

    美神。院子的柱子和頂部分別填上七種和十二種顏色來

    表示完全、完美的意思。在這院子裏，神的兒女能面對

    面看到主耶穌，以詩歌去頌讚祂的救恩。《與主一起唱

    新歌》──這歡喜快樂的景像不但是我們所期盼的、更

    是我們喜樂地歌頌神的原動力。

優異獎

「新歌」組別二 - T&T見習真理奇兵隊（P.3 – P.6）

得獎參賽作品



姓名：陳諾行

作品名稱：踏入新一年, 虎年齊頌唱

教會名稱：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文字簡介：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新的

    一年，新的開始，新的盼望。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讚

    美我們神的話，就算疫情留在在家中，但感恩我們身體

    健康，不用懼怕，倚靠耶和華，主賜我出乎我意外的平

    安。祝願疫情早日退去，天父親自醫治眷顧患上病患的

    人，加力保守醫護人員和賜聰明智慧給政府官員施行正

    確指引和政策，阿門。

優異獎 姓名：陳柏希

作品名稱：歡樂的Awana

教會名稱：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文字簡介：歡迎主的榮耀降臨, 全地潔白, 只有頌讚的歌聲, 大地要傳揚

   祂的救恩, 可等奇妙！感謝神！

「新歌」組別二 - T&T見習真理奇兵隊（P.3 – P.6）

得獎參賽作品
「新歌」組別二 - T&T見習真理奇兵隊（P.3 – P.6）

其他參賽作品



姓名：黃思穎

作品名稱：無名

教會名稱：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文字簡介：白雲在唱, 大陽在叫, 花草在跳, 大地一齊和唱頌讚主的榮耀! 

姓名：鄧子澄

作品名稱：充滿喜樂的新一年

教會名稱：基督教福音聯合會宗聖堂

文字簡介：我這幅畫的主題叫《充滿喜樂的新一年》。我畫了一些揮春和

   彩虹,代表耶和華會祝福我們喜樂平安。彩虹就代表新的一年會

   充滿盼望,疫症可以盡快消失。我們一起向耶和華唱新歌,稱頌他

   的名。

姓名：歐睿謙

作品名稱：我們齊來讚頌主

教會名稱：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

文字簡介：在上帝創造的大自然，藍天白雲下，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全地

   向耶和華歌唱，稱頌祂的名。感謝天父的創造，我們傳揚祂的

   救恩！

「新歌」組別二 - T&T見習真理奇兵隊（P.3 – P.6）

其他參賽作品



姓名：黃婉恩

作品名稱：無名

教會名稱：順安浸信會

文字簡介：/

「新歌」組別二 - T&T見習真理奇兵隊（P.3 – P.6）

其他參賽作品

姓名：黃一心

作品名稱：全地敬拜主

教會名稱：荃灣基督教惠荃堂

文字簡介：各人用不同的樂器來敬拜神

姓名：曾傲純

作品名稱：童來敬拜，天天傳揚

教會名稱：荃灣基督教惠荃堂

文字簡介：Awana 隊員與很多兒童一起向神唱新歌,不但全地的人,連天使

   也一起敬拜讚美神。十架和耶穌代表救恩,高樓大廈代表教會,提

   醒我們要天天傳揚神的救恩。



梁伯強先生（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梁伯強畢業於香港理大工業設計系，畢業後

曾從事玩具設計、遊戲設計、多媒體設計、

產品設計、室內設計工作。

於2004年成立設計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客

戶提供產品設計、產品開發、平面設計及

品牌設計工作。期間榮獲20多個國際設計

獎項，包括 IF Design Award、IF Design 

Award China、Red Dot Design Award、-

Good design Award、HKDA Design 

Award、2009 East Asian Games Mascot 

Design Winner (東亞運動會吉祥物設計比

賽冠軍)。

總評審

評審

馮家強牧師（香港Awana董事會主席）

馮家強牧師。沙田浸信會副主任牧師，人稱

馮牧。於教會事奉。動靜皆嗜，愛閱讀及看

電影，上山下海與陽光互動，喜愛藝術觀賞

和音樂唱奏。

嗚謝
總評審及評審

梁翠萍小姐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自由藝術工作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心理

學系，後修讀繪畫及設計課程。她的創作源

於對身邊人和事細膩的感知。透過繪畫，把

人的情感、哲學思想、生活故事化為圖像。

作品多集中於人類活動的內心狀態，嘗試揭

示不可見的精神面貌，及探索現實與想像的

邊界。

除繪畫外，也從事插畫工作，曾與不同單位

合作，包括出版社、商業品牌、社福機構、

網媒、藝術及音樂單位等。近年也參與策展

及藝術教育工作，希望透過藝術連結不同的

人。FB/IG: @beavisualizer

錢鳳儀傳道

（基督教宣道會筲箕灣堂前任傳道）

自2003年在宣道會筲箕灣堂擔任傳道之

職，直至2021年12月底離任。期間任

Awana隊牧十多年，並與團隊一起成長。除

擔任繪畫比賽的評審外，過往也曾協助香港

Awana的事工，如遊戲日負責手工攤位，製

作禮品籌款。



Awana Hong Kong awanahk Awana Hong Kong

Website: www.awan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