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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請即時發放 

 

香港品質保證局 

第八屆「理想家園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頒奬典禮 
 

（2015 年 8 月 28 日，香港）香港品質保證局舉辦第八屆「理想家園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

賽」，於今天晚上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頒奬典禮。今屆比賽為連續第五年邀請廣州及鄰近地
區參與，反應熱烈，粵港兩地共收到超過 3,000份作品。 

 

透過藝術創作 啟導對社會之承擔  

第八屆「理想家園」比賽在香港教育局及廣州市團校廣州市青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協辦下，得到踴躍

支持。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盧偉國議員博士工程師道：「我們希望透過『理想家園』活動，讓同學發揮

藝術天份之餘，亦啟導大家關心社會，開闊眼界，思考如何貢獻個人力量，締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我

們相信，年輕人是社會未來的棟樑，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只要從小培育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樹

立正確的人生觀，當他們未來投身社會工作時，也樂於在不同崗位上發揮所長，為家庭、社會以至整個

世界作出貢獻。」 

 

本局很榮幸邀請到多位資深評判，包括明愛專上學院何萬貫教授、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家君比女士、香

港攝影學會名銜主席任適先生、香港設計學院的黎華先生和徐家駒先生、廣州市團校廣州市青年對外文

化交流中心。 

 

宣揚和諧共融訊息 

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林寶興博士非常欣賞同學將心中的理想融入作品中。「很高興在今屆作品中，見到

許多同學都不只是追求生活上的物質享受，還盼望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此外，亦有很多作品的

題材，談及人與人之間要互相關懷、體諒，才可以建立和平共融的社會。希望同學們將這些正面的想法

傳揚開去，鼓勵身邊的親友和同學珍惜所有，對別人多些關懷和體諒，令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和諧共

融。」 

 

是次比賽獲得香港設計學院、香港攝影學會和香港小童群益會擔任支持機構，更特別邀請了佛教何南金

中學及伯特利中學，於典禮上表演現代舞及魔術，讓活動生色不少。 

 

分享港滬青年低碳理念 

「理想家園」已踏入第八屆，本局亦為這項活動增添新元素，很榮幸與中國質量認證中心合作，進行低

碳交流活動，分別在香港及上海展出兩地同學有關低碳環保的繪畫作品，推動兩地年青一代思考環保、

氣候變化的議題。 

 

暑假期間，本局亦聯合香港教育局，舉辦「活動統籌體驗計劃」，讓同學親身參與和體驗大型活動的籌

備過程，幫助他們擴闊視野，累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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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理想家園」比賽的得獎者與眾嘉賓及評判合照。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盧偉國議員致送紀念錦旗予協辦機構香港教育局林健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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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機構香港小童群益會林綺梅女士（左），以及香港設計學院與繪畫項目評判徐家駒先生（右）致辭。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盧偉國議員（上排左）、總裁林寶興博士（上排右）、董事局成員劉耀輝先生（下排左）、

馮文傑先生（下排中）及譚麗轉女士（下排右）頒獎予得獎學生。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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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查詢： 

香港品質保證局 – 企業傳訊組 

麥家彥先生 布浩群小姐 

電話：2202 9569 電話：2202 9303 

電郵：eastro.mak@hkqaa.org 電郵：bonnie.po@hkqaa.org 

 
 

香港品質保證局簡介 

 
香港品質保證局為一家非牟利機構，由香港政府於一九八九年成立，致力協助工商界於管理體系的發

展， 以提升市場的競爭力。作為區内具領導地位的合格評定機構之一，香港品質保證局為香港、澳門

和中國內地的企業提供專業、公正和具增值的認證服務，並肩負推廣管理體系的使命，提供不同類型的

培訓服務。詳情請瀏覽 http://www.hkqaa.org。 

 

「理想家園」比賽簡介 

 

香港品質保證局期望幫助社會未來的棟樑－年青人能夠從小建立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理想家園」計

劃由此而生。「理想家園」中「家園」一詞，不但代表了一個家庭的觀念，更代表了人類互助互愛、和

諧共處的理想生活環境。本局希望藉此計劃激發青少年思考和探求締造理想家園的條件，培養他們履行

公民義務的精神，並鼓勵他們從日常生活開始，身體力行去貢獻社會。 

  

  

http://www.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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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品品質質保保證證局局理理想想家家園園：：第第八八屆屆徵徵文文、、攝攝影影、、繪繪畫畫及及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結結果果公公布布  
 

香香港港區區：：  
  

徵文比賽獲獎同學名單（中學）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 

冠軍 夏濼庭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冠軍 林慧心 藍田聖保祿中學 

亞軍 梁智賢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亞軍 嚴杏意 寧波公學 

季軍 吳治宏 天主教新民書院 季軍 彭婷玉 寧波公學 

優異 

成嘉豪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優異 

程鈞朗 喇沙書院 

陳嘉禧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黃佩儀 寧波公學 

李欣殷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黃國誠 北角協同中學 

入圍 

何婉欣 寧波公學 

入圍 

孟銘輝 北角協同中學 

江澤灝 九龍塘學校 (中學部) 楊馥純 漢華中學 

呂穎欣 德蘭中學 黃鴻輝 九龍塘學校 (中學部) 

盧波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張悅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林志臻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馮燕盈 寧波公學 

梁玉瑤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吳志成 寧波公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九龍塘學校 (中學部) 

 

徵文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 

冠軍 雷詠斯 陳瑞祺(喇沙)小學 

亞軍 林鍁鍁 太古小學 

季軍 李嘉美 樂善堂小學 

優異 

連心 樂善堂小學 

盧炤碧 九龍塘官立小學 

曹佩怡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入圍 

周家宇 佐敦道官立小學 吳鑑倫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王喬 太古小學 龍子翹 九龍塘官立小學 

趙俏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陳芷昕 九龍塘官立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秀明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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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設計比賽獲獎同學名單（中學）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 

冠軍 陳莉茵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冠軍 廖可兒 民生書院 

亞軍 何立煌 荃灣聖芳濟中學 亞軍 盧永滔 民生書院 

季軍 鄭旻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季軍 文玉瑩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優異 

郭茵熙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優異 

吳洋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馮綽民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周月瑤 民生書院 

陳穎茵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周諾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入圍 

施詠恩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入圍 

楊子熹 民生書院 

馮湋栭 拔萃女書院 吳卓穎 民生書院 

羅皓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黃家樂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戴彤芯 德雅中學 麥卓彥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馬嘉瑩 聖保祿中學 麥小彥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曾曉琳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陳梓曦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

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拔萃女書院 

 

繪畫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初級組（小一至小三） 高級組（小四至小六） 

冠軍 梁愷晴 保良局世德小學 冠軍 歐蔚曈 九龍塘官立小學 

亞軍 鄧靖家 聖三一堂小學 亞軍 高于婷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季軍 吳欣桐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季軍 冼俊而 九龍塘官立小學 

優異 

劉恩彤 聖保祿學校 (小學部) 

優異 

張婷茵 北角循道學校 

鄭洪量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鄭子騫 聖公會仁立小學 

徐悅晴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鄭懿璇 九龍塘官立小學 

入圍 

王紫晴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入圍 

何彥青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關禮佑 聖公會主愛小學 黃俊源 九龍塘官立小學 

關淳恩 聖公會主愛小學 洪悅怡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劉培康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黃鈞豪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練紀柔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梁雲翀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施俊亨 德信學校 劉宇彤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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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中學） 

中學組（中一至中六） 

冠軍 嚴朗丰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亞軍 董偉文 佛教何南金中學 

季軍 郭文棣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優異 

馮朗庭 聖士提反書院 

趙銘標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羅智爍 佛教何南金中學 

入圍 

温樂軒 佛教何南金中學 潘曉悠 聖母書院 

呂月燕 佛教何南金中學 朱敏瑜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陳浩明 佛教何南金中學 范上敏 香港真光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佛教何南金中學 

 

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冠軍 黃浩文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亞軍 鄔爾軒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分校) 

季軍 李雯麗 保良局陳溢小學 

優異 

蘇瑞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鄺姿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陸灝錡 保良局陳溢小學 

入圍 

施斐然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歐啟朗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蘇昊柏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何承熹 保良局陳溢小學 

歐智健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鄺彥丰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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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廣州州及及鄰鄰近近地地區區：：  
 

绘画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初级组（小一至小三） 高级组（小四至小六） 

冠军 翁海淇 佛山市同济小学 冠军 胡羽淇 佛山市同济小学 

亚军 杨縯 广州市集贤小学 亚军 朱宇闱 佛山市同济小学 

季军 连琪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小学 季军 陈柏年 佛山市同济小学 

优异 

 

叶栩健 广州市集贤小学 

优异 

 

邱佳婷 广州市集贤小学 

张雯晴 佛山市同济小学 柯星燁 佛山市同济小学 

许诺 广州市集贤小学 程志辉 佛山市同济小学 

入围 

马有成 广州天河区华景小学 

入围 

林派果 广州天河区华景小学 

胡晴菲 广州市集贤小学 陈玥 佛山市同济小学 

张栩 广州市集贤小学 罗梓桓 佛山市同济小学 

敖艺丹 广州天河区华景小学 曹天一 广州市集贤小学 

荣宇翔 广州市集贤小学 赵力航 广州天河区华景小学 

霍子晴 佛山禅城区环湖小学 赵宇萱 广州市集贤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佛山市同济小学 

 

征文比赛及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征文比赛 

冠军 高国栋 佛山市元甲学校 

亚军 何秉钊 佛山市元甲学校 

季军 刘丽欣 佛山市元甲学校 

优异 

伍梓华 佛山市元甲学校 

郭瑞涛 佛山市元甲学校 

仰家希 佛山市元甲学校 

入围 

谭浩深 佛山市元甲学校 孙雷蕾 佛山市元甲学校 

何灏林 佛山市元甲学校 沈昱彤 佛山市元甲学校 

梁  桓 佛山市元甲学校 江明康 佛山市元甲学校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佛山市元甲学校 

摄影比赛 

冠军 马有成 广州天河区华景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广州天河区华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