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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天使」-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中英文寫作 

慈善大賽 

書法項目: 書寫範圍 

“Bright Tomorrow”- 

Coloring & Painting / Calligraphy / Photography /  

Chinese & English Writing Charity Contest 

Calligraphy : Writing Template 

 

 

幼兒組（3-4 歲）： 

中文毛筆   

Chinese writing brush 
奧比斯 

中文硬筆   

Chinese Hardpen writing 
奧比斯 

英文硬筆   

English Hardpen writing 
Orbis 

 

 

 

幼童組（5-6 歲）： 

中文毛筆   

Chinese writing brush 
光明天使 

中文硬筆   

Chinese Hardpen writing 
光明天使 

英文硬筆   

English Hardpen writing 
Bright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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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組（7-9 歲）： 

中文毛筆   

Chinese writing brush 
預防盲疾，共「見」社區。 

中文硬筆   

Chinese Hardpen writing 
預防盲疾，共「見」社區。 

英文硬筆   

English Hardpen writing 

“Eye Brightening Community Program”- increase 

awareness on eye health. 

 

 

少年組（10-12 歲）： 

中文毛筆   

Chinese writing brush 
保護眼睛，減低紫外線對眼球的傷害。 

中文硬筆   

Chinese Hardpen writing 

陽光為我們帶來溫暖，但在戶外活動時，要配戴

合適的太陽眼鏡保護眼睛，減低紫外線對眼球的

傷害。 

英文硬筆   

English Hardpen writing 

While the sun warms our bodies, we must take care 

not to let its powerful ultraviolet rays damage our 

sight! 

 

 

 青少年組（13-15 歲）： 

中文毛筆   

Chinese writing brush 
天一亮，眼睛打開，就可以看見日出。 

中文硬筆   

Chinese Hardpen writing 

掃除盲疾是對抗貧窮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

奧比斯相信每個人無論在哪裡出生，都應該享有

同等「看得見」的機會，天一亮，眼睛打開，就

可以看見日出。 

英文硬筆   

English Hardpen writing 

Eliminating avoidable blindness is one of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ways of fighting poverty. At Orbis, we 

believe everyone deserves the sam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sun rise in the morning, regardless of where 

they are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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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組（16-18 歲）/ 公開組（19 歲或以上）： 

中文毛筆   

Chinese writing brush 

奧比斯為眼睛健康而努力，擔起角色，幫助眼疾

患者重拾視力。 

中文硬筆   

Chinese Hardpen writing 

在 2013 年 9 月，共有 193 個國家攜手訂立一系

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旨在終止貧窮、保護地

球、讓萬物欣欣向榮，繁盛地發展。 

全球性目標環環緊扣，只要其中一個領域取得突

破，便能惠及其他範疇作良好發展。奧比斯為眼

睛健康而努力，擔起角色，幫助眼疾患者重拾視

力，務求在「健康」這全球議題上產生漣漪效

應。 

要達成這些全球性目標，所有國家、慈善團體、

商界及社區都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奧比斯與政

府、夥伴醫院及多方面的支持者攜手掃除可防治

盲疾，以持續發展為目標，協力改變世界。 

英文硬筆   

English Hardpen writing 

In September 2015, 193 countries adopted a set of 

ambitio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imed at 

ending poverty,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ensuring 

prosperity for all. 

To achieve the Global Goals, all countries, alongside 

charitie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ies, have a role 

to play. By working with governments, partners and 

supporters in the fight against avoidable blindness, 

Orbis is contributing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to transform our world. 

The Global Goals are interconnected: improvements 

in one area – like health – both determines, and is 

determined by, progress in other areas. 

By focusing on fighting avoidable blindness and 

restoring sight, our work has a ripple effect across 

the Global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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