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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圖畫書創作獎

霍玉英分享協會與「香港圖畫書

第五屆頒獎典禮暨得獎作品展

創作獎」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典禮過後，來賓積極與得獎者，

第五屆「香港圖畫書創作獎」頒

以及在場評審交流，活動在一片

獎典禮於 2022 年 5 月 21 日在「誠

熱鬧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品生活荃灣店」舉行。活動先由
評審主席高佩聰女士致辭，她認

頒獎典禮後，「香港圖畫書創作

為圖畫書創作的路殊不容易，得

獎得獎作品展」在「誠品生活荃

獎者對創作的意志與毅力值得欣

灣店」展出，至6月10日。除第五

賞，並期望他們日後繼續努力，

屆得獎作品外，亦展示本會創會

以創作優質兒童圖畫書為目標。

至今的活動時間軸、歷屆創作獎
得獎作品、第一、二屆高佩聰與

本屆共頒發佳作獎兩名，分別由

張韻珊的得獎作品及後續作品出版

《句號生病了》與《十七又二分

過程、以及相關導讀。歡迎有興趣

一樓》獲得。頒獎後，本會會長

的朋友前來參觀。

預告 得獎作品分享會

香港書展 2022 講座
遇見圖畫書

本會於6月5日，在H6 CONET
多用途活動室（中環）舉辦
第五屆「香港圖畫書創作
獎」得獎作品分享會，由是
屆兩位得獎者分享構思作品
與成書投稿的過程。

本會於香港書展（ 2022 ）舉辦「遇見圖
畫書」講座，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24 日（15:00-16:00）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3-424
講者：高佩聰
圖畫書創作者兼童書出版人

霍玉英

詳情及報名
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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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的路
記「香港圖畫書創作獎」作品展

文 ‧ 張經緯

5 月 21 日是第五屆「香港圖畫書創作獎」
頒獎禮的日子，也是得獎作品展首天。展
覽場地仿如一個木盒子，設置於商場通道
的中央，兩旁通道人來人往，前後有小食
與文具售賣架為伴！有趣的是，若從不同
方向走進展場，參觀者對展覽就有不同的
切入角度：從文具架那邊進入，是「歷屆
得獎作品」的展板，過去四屆得獎作品於
是一目了然。從兩旁通道進入，分別為首
兩屆得獎者 —— 高佩聰和張韻珊得獎作
品及其後續作品的出版心路。在小食架那
邊進入展場，則見到得獎作者的作品與相
關導讀。不論從哪個方向進入展場，最終
見到場內盡處第五屆「香港圖畫書創作
獎」兩本佳作：《句號生病了》和《十七又二分一樓》，

是張韻珊《你會咚咚咚嗎》修訂過程， 展板上說：「畫

以及位於中央左右兩側，題為「走過的路」的展板，它

面重新設置，統一由左至右的走向，並鋪墊下頁出現的

臚列了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十年多以來所舉辦的活

動物 —— 大象。」每一次修改，無論大小，都意味着

動。沿路所見一字、一段與一圖，都小心經營，設計簡

畫者須重新再畫，直至畫面每一個細節都具獨特的形態

潔又精美！我想，籌辦這個展覽，挑戰真不少！

與角色，每個角色都不可或缺 —— 活潑的青蛙畫得圓
一點更好，腿要短一些 —— 這一次臉畫得太圓了！這

木盒子的外部分別展出高佩聰及張韻珊的得獎作品，

樣的一動，其實是全動，我實在敬佩作者的耐性！

以及其修訂的過程。我常常懷疑有多少讀者對一本圖
畫書的修訂過程有多大興趣！又或三十多頁的圖畫書

張韻珊第二本自寫自畫的作品，書名幾經修訂，從《雞

還會有怎樣的修訂？然而，展覽大膽呈現兩本書的修

蛋婆婆》，到《外婆的魔法海》，以至終稿《誰是魔法

訂過程，似是要與參觀者來個真情對話！我先觀賞的

王》，命名實在起畫龍點睛之妙。最初由雞蛋婆婆一人
獨佔封面，到《誰是魔法王》祖孫三
人同在水中暢泳，你認為哪一個封
面，哪一個題目更為適合？創作關
乎取捨，是創造與再創造的艱辛歷
程！再想想外婆在水中往水面游去，
光線穿透水面，形成如漣漪般的圓
圈向外擴散，還是光柱射穿水面形
成「耶穌光」柱呢？假如你是編輯，
你會選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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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佩聰的《等待》於 2013 年獲「香港圖畫書創作獎」

一次展品，我們可以明白好的作品往往不是一蹴而就，

佳作第一名，三年後出版，修訂經歷三年！「 封面由

手中一本薄薄的圖畫書可能花上作者，以及編輯團隊數

孩子轉換成家貓，強調故事以家貓的觀點敘述！」這

以年計的心血！

個意念轉變成家貓伸長脖子，眼向前方望去，「等待」
兩字則放在封面左上方。家貓在等甚麼？「這男主人整

是次得獎作品展，除展出第五屆「香港圖畫書創作獎」

合嬰兒床，以圖回應了家貓盼望的對象，牽引讀者的想

的得獎作品，以及歷屆的發展過程外，還為大家展示

像！」原來，家貓期待新生嬰兒的到來，他跟我們一樣

本港圖畫書作者所走過，但不為讀者所知的路。當有

會思想，會想念對方，這樣的圖畫書就添了一份情！

人再問圖畫書價值在哪裡的時候，你會怎樣回答？ ▲

在《回家的路不再陡》，高佩聰又展示了她對圖畫書創
作的熱誠！三個不同的封面，視覺元素的聚散分佈及
焦距的前後對比，都為讀者提供很不一樣的故事線索。
在《生日快樂》的展區，呈示了四個封面設計：一個取
老鷹俯瞰街景的角度，另一個從室內從窗邊往下望，再
來一個一點透視的，馬路延伸穿到後街大廈……最後，
有街市舖前倆母女遇上橫行小蟹的趣味情景！看畢這

發掘 香港圖畫書 之美

文 ‧ 梁蔚澄

5 月，雖然有不少大型藝術展，但在各區，仍有其他

是兒童文學中一個獨特的文類。提及兒童讀物，現代

不同的有趣展覽，呈現香港的美。

的圖畫書又是怎樣的？這次由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
主辦的「香港圖畫書創作獎」得獎作品展，除了可欣

每本書，每幅畫像與文字背後都有一段故事。當圖畫

賞新晉作者得獎作品外，亦可一覽其他本地原創兒童

與文字配合，把故事層層推進，又會產生怎樣的火

圖畫書作品及成書過程。每本書的誕生，都是作家的

花？圖畫書（picture book）又或近年常聽到的繪本，

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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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趣譜出香港故事

處，於是決定自己動手以木顏色把溫暖的小故事畫出
來。一個地方又怎會有「十七又二分一樓」呢？又不

繪本與插畫，在圖文互相配合下，帶出一個完整的故

是「哈利波特」那樣的魔法世界，要穿過九又四分之

事。雖說是兒童讀物，文字與頁數不多，主要由圖像

三月台。這是在描繪香港的鳥在城市中生活的小品，

帶動節奏 ，但亦不可忽視其文學性及藝術感。它不

書名已道出牠們如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家。故事中

只是小朋友認識世界或真善美的鑰匙，也可讓大人以

的主角選擇與斑鳩共存，看著斑鳩建立家庭，面對變

另一種方法感受世界。圖畫書在歐美早已有成熟的

幻莫測的天氣，「市雀」如何應對？

發展，設立不同的圖畫書、繪本獎項外，亦有不少
大型的童書展，如「博洛尼亞兒童書展」（Bologna

衝出國際的香港故事

Children’s Book Fair）讓各出版商、版權代理商、畫
展覽的另一部分為已出版的本地原創圖畫書。這次與

家等相互交流。

過往的展覽不同之處，在於擺放了多幅作者成書前的
近年坊間提倡親子共讀，不少家長搜購各地各種風格

手繪作品，甚至手製的書本樣式。這樣觀者可更了解

及內容的圖畫書，同時亦有民間繪本館冒起。無論是

成書的過程，畫風、甚至作者所用的顏料演變過程。

以繪本增進親子關係，又或讓孩子明白各種情緒、尊

如張韻珊的「誰是魔法王」，靈感源自生活，此作亦

重、相處，又或只是純粹感受畫中世界，大多都是留

入圍第 55 屆意大利波隆納世界插畫展。故事描繪珊

意德國、意大利、法國、日本、韓國、甚至台灣的繪

珊到外婆家過暑假，外公教會她和外婆游泳的故事，

本。其實本地亦有民間團體，如是次舉辦得獎展的香

充滿著幾代溫馨且濃厚的情感，最吸引筆者眼球的，

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便致力推廣圖畫書創作，其設

是當中展現出水的流動及海水的各種藍與綠。

立的「香港圖畫書創作獎」亦是由專業評審組成。
另一邊則展出作品「等待」及「生日快樂」，兩本作
展覽在誠品書店外開揚的空間展出，中央正展示佳作

品皆獲「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佳作獎」，而「生日快

兩名。王諾恆把握工餘時間，全力投入圖畫書創作，

樂」更獲得德國國際青年圖書館「白烏鴉大獎」（The

這次得獎作品為「句號生病了」—— 在文字的世界

White Ravens Award 2021）。前者描述新生兒與貓咪

中，各個標點符號有自己的角色及分工，「句號」生

的關係與故事，後者則是以全知角度講述一家人各自

病了，這個世界會怎樣？直至句號回來才有終結的一

趕著回家，在回家的過程中展現出家人間的關愛及與

天嗎？其他標點符號又會有怎樣的對策？只是書題

街坊互動的人情味。這些都是生活中微小而溫暖之

已令人有無限聯想。此外，作者以黑白兩種色調繪出

事，作者更善用書本的形式及圖文關係，讀者可一同

整個故事，猶如最純粹的筆墨世界一樣，只有墨水與

參與競猜誰是書中主角的爸爸。

白紙。展覽亦展出書作的其中一頁，文字為「句號生
病了！感嘆號挺身而出！」，無論是內容、畫面與文

圖畫書雖然篇幅不長，但卻能在圖文間刻劃出趣味與

字，皆趣味與動感十足。

內容兼備的故事。出色的圖畫書沒有刻意說教的意
味，而能在其節奏中留下各種想像或有深度的空間。

另一個得獎作品為「十七又二分一樓」，此作則以木

各位不妨透過展覽，親身了解本地創作的力量。▲

顏色的筆觸，展現香港的小故事。作者車建恩是前服
裝買手及旅遊書作者，因朋友分享斑鳩的故事，認為
圖畫書更能表達出城市人與斑鳩之間的微妙關係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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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屬非牟利團體，衷心期望得到有心於兒童文學的朋友支持。如有捐助，請以劃線支票，背
書支持者姓名或機構名稱，寄新界火炭黃竹洋街 1-3 號裕昌中心 5 樓 F 室，支票抬頭為「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
歡迎瀏覽協會網頁（www.clca.org.hk），了解我們的工作，或致電郵（clcahk.info@gmail.com）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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