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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展故宮魅力」照明設計比賽

目的

鼓勵中學生欣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珍品，並綜合和應用STEAM教
育的相關知識和技能創作照明設計，以培養他們的美感、創造力、對相
關範疇的學習興趣，以及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主題

比賽主題為「燃展故宮魅力」，參加者需從欣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
文物獲得設計靈感，為博物館的公共空間創作照明設計。





參賽資料

• 參賽須知

• 附錄 A：交件表格

• 附錄 B：作品資料表格

• 附錄 C：設計概念

• 附錄 D：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公共空間參考圖像

https://www.edb.gov.hk/tc/arts/l ightingdesign



參賽資料：參賽須知



參賽資料：交件表格（附錄A）

個人或
小組（每組不多於三人） 總數



參賽資料：作品資料表格（附錄B）

請根據表格中的「作品
編號」，即「01」、
「02」……為作品的電
子檔案名稱。

指導教師姓名負責教師姓名



參賽資料：設計概念（附錄C）

設計概念：

中文及/或英文

不多於300字

內容可包括（但不限於）：

構思、物料、節能元素、
STEAM教育知識和技能的
綜合和應用、設計與展示環
境的配合等資料。

個人或小組

指導教師姓名



參賽資料：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公共空間參考圖像（附錄D）



參賽要求

•個人或小組（每組不多於三人）

•每位參加者或小組只可提交一份作品，每間學校可多於一份

•創作靈感須取材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文物

•主題：「燃展故宮魅力」

•情境：為博物館的公共空間（室外）創作照明設計

•節能元素

•跨學科學習：綜合STEAM教育的相關知識和技能，應用於創
作之中



知識產權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公共空間：日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公共空間：夜



STEAM教育的跨學科學習
從文物欣賞到創作：如何從文物獲得靈感

•文物的概念

•文物的功能

•文物的物料

•文物的造型

•文物的象徵

•文物的故事

•文物的情境……

•古今對話

•文化傳承

•轉化提升

•精神價值

•文化身份

詳情請見參考資料



STEAM教育的跨學科學習
初賽：設計概念、設計圖、效果圖

設計概念：以文字表達（附錄C）

• 中文及/或英文

• 不多於300字

• 主題：「燃展故宮魅力」

• 情境：為博物館的公共空間（室外）創
作照明設計

• 內容可包括但不限於：構思、物料、節
能元素、STEAM教育知識和技能的綜合
和應用、設計與展示環境的配合等資料。

設計圖：以視覺傳意

• 設計圖：最少兩個立體示意圖展示

• 效果圖：設計與展示環境的模擬圖

初賽：3月29日至31日網上提交
電子連結將於3月29日開放
https://www.edb.gov.hk/tc/arts/lightingdesign



STEAM教育的跨學科學習
決賽：實踐入圍設計概念圖製作實物

• 入圍學校將獲通知進入決賽

• 進一步實踐設計概念，製作成實物

• 由初賽設計發展到決賽實物，可作適度
改善及調整

• 可以運用任何物料創作（例如：防水、透
光、安全、可持續）

• 節能元素（例如：自動/互動感應）

• 空間環境（例如：日與夜、地與水、不同
的感知經驗、象徵意義）

決賽： 6月1日至2日送交設計實物

入圍學生及老師參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專場參觀/導賞



評審準則



獎項



線上資源

•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palacemuseum

• 網站 https://www.hkpm.org.hk

• 學校參觀 https://www.hkpm.org.hk/tc/learn/student-and-teacher

• 語音導賞 https://www.hkpm.org.hk/tc/visit/audio-guide

• 教學資源 https://www.hkpm.org.hk/tc/learn/learning-resources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palacemuseum
https://www.hkpm.org.hk/
https://www.hkpm.org.hk/tc/learn/student-and-teacher
https://www.hkpm.org.hk/tc/visit/audio-guide
https://www.hkpm.org.hk/tc/learn/learning-resources


實體資源：書籍

《故宮三寶》

作者：朱家溍，萬依，王樹卿，

于倬雲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2022年6月出版

《故宮營建六百年》

作者：晉宏逵

出版社：中華書局

2022年7月出版

《紫禁萬象 — 故宮文物的故事》

主編：蔣得莊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2022年7月出版



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將於2023年1月舉行



查詢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

課程發展主任(視覺藝術)

張詩詠女士

cdova3@edb.gov.hk

電話：3698 354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學習與公眾參與主任

朱啟楓先生

chris.chu@hkpm.org.hk

電話：2200 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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