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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请即时发放 

 

香港品质保证局 
第九届「理想家园征文、摄影、绘画及海报设计比赛」颁奖典礼 

 

 

（2016年 8月 26日，香港）香港品质保证局举办第九届「理想家园征文、摄影、绘画及海报
设计比赛」，于今天晚上假香港理工大学蒋震剧院举行颁奖典礼。今届比赛为连续第六年邀请
广州及邻近地区参与，反应热烈，粤港两地共收到超过 4,000份作品。 

 

创意表达对社会的愿景   

 

第九届「理想家园」比赛在香港教育局及广州市团校广州市青年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协办下，

得到广大学生、老师以及学校的鼎力支持。活动旨在鼓励年轻人发挥艺术天份之余，亦启导他

们关心社会，开阔眼界，思考如何贡献个人力量，缔造心目中的理想社区。 

 

香港品质保证局副主席何志诚工程师道：「年轻人是社会未来的栋梁，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

力。我们相信只要从小培育他们的公民责任感，树立正确人生观，当他们未来投身社会工作时，

也乐于在不同岗位上发挥所长，为家庭、社会以至整个世界作出贡献。」 

 

宣扬关爱共融精神 

 

是次比赛除了获得香港设计学院、香港摄影学会、香港小童群益会、香港伤健协会和香港地球

之友担任支持机构外，亦邀请了多位资深评判评选作品，包括明爱专上学院何万贯教授、儿童

及青少年文学作家君比女士、香港摄影学会名衔主席任适先生、香港设计学院的黎华先生和徐

家驹先生。此外，大会亦邀请了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及佛山市元甲学校的学生专程来港，于

典礼上表演群舞，令活动生色不少。 

 

本局总裁林宝兴博士表示，很高兴今届比赛得到特殊学校的积极响应，让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

也可将心目中的理想家园面貌，透过作品表达出来，将社会共融精神充分地体现在理想家园活

动中。 「每个人不论伤健、种族、年龄，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可以出一分力贡献社会，合力

将社区塑造成理想家园。」林博士说：「我衷心希望同学能懂得关心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身体

力行去帮助他们，同时主动将这些正面的想法传扬开去。我相信只要每位同学都坚持去做，集

腋成裘，必定可以促进社会关爱共融。」 

 

除了征文、摄影、绘画及海报设计比赛外，「活动统筹体验计划」亦是理想家园活动的一部分，

透过面试，挑选表现优秀的中学生参与理想家园颁奖典礼的筹备过程，帮助他们累积筹办大型

活动的经验，扩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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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理想家园」比赛得奖者与众嘉宾及评判合照。 

 

    
香港品质保证局副主席何志诚工程师（右）致送纪念锦旗予协办机构香港教育局代表陈瑞坚博士（图左），

以及广州市团校广州市青年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代表谢艳老师（图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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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副主席何志诚工程师（右）致送纪念锦旗予支持机构香港小童群益会代表黄贵有博士（图

左）；支持机构香港设计学院代表兼绘画项目评判徐家驹先生致辞（图右）。 

 

 
香港品质保证局董事局成员谭丽转女士（右）颁奖予得奖学生。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作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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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元甲学校表演歌舞。 

 

 
香港品质保证局总裁林宝兴博士（左）颁发锦旗予最积极学校参与奖特殊学校。 

 

- 完- 

 

 

媒体查询： 

香港品质保证局 – 企业传讯组 

麦家彦先生 布浩群小姐 

电话：2202 9569 电话：2202 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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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品质保证局简介 

 
香港品质保证局为一家非牟利机构，由香港政府于一九八九年成立，致力协助工商界于管理体系的发展， 

以提升市场的竞争力。作为区内具领导地位的合格评定机构之一，香港品质保证局为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

的企业提供专业、公正和具增值的认证服务，并肩负推广管理体系的使命，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服务。详情

请浏览 http://www.hkqaa.org。 

 

“理想家园”比赛简介 

 

香港品质保证局期望帮助社会未来的栋梁－年青人能够从小建立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理想家园”计划由

此而生。“理想家园”中“家园”一词，不但代表了一个家庭的观念，更代表了人类互助互爱、和谐共处的

理想生活环境。本局希望藉此计划激发青少年思考和探求缔造理想家园的条件，培养他们履行公民义务的精

神，并鼓励他们从日常生活开始，身体力行去贡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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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九九屆屆徵徵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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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抒文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冠軍 穆紅雨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亞軍 麥晞妍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亞軍 李佩瑩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季軍 李嘉盈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季軍 鄧穎琳 寧波公學 

優異 

葉靖晞 拔萃女書院 

優異 

趙佩珊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黃慧敏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羅翠儀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謝志文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方樂琪 香島中學（正校） 

入圍 

傅嘉慧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入圍 

梁凱君 香島中學（正校） 

梁灔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陳鈺沂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莊敏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陳漢彬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蕭冠研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許宇鵬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王嘉宜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林天悅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林冠康 沙田崇真中學 譚俊彥 葵涌循道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徵文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 

冠軍 陳芷昕 九龍塘官立小學 

亞軍 林鈺和 沙田官立小學 

季軍 蘇玥生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優異 

Thebe 

Nimsing 
佐敦道官立小學 

邱可晴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陳子如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入圍 

李彥鋒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李彥鋒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吳俊軒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吳俊軒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黃學易 寶血會思源學校 黃學易 寶血會思源學校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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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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頌朗 沙田崇真學校 冠軍 蘇映如 粉嶺禮賢會中學 

亞軍 袁思敏 匯基書院（東九龍） 亞軍 廖紫羽 嘉諾撒書院 

季軍 李澤稀 大埔三育中學 季軍 張琳 粉嶺禮賢會中學 

優異 

趙凱彤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優異 

文玉瑩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孔詠琳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周玉霖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陳曼琦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黎才進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入圍 

陳朗升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入圍 

李詠琦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吳美林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周諾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吳嘉熹 梁式芝書院 彭有田 天主教鳴遠中學 

歐蔚曈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吳卓穎 民生書院 

黎宇蕎 風采中學 陳華姿 風采中學 

高于婷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盧沛棋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嘉諾撒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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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康正 喇沙小學 冠軍 許樂兒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亞軍 陳康悠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亞軍 福島優 聖若瑟英文小學 

季軍 劉恩彤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季軍 邵峻成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優異 

梁心怡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優異 

唐嘉敏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林俊軒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屈浩鈿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梁語桐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古殷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入圍 

廖栢珧 救恩學校 

入圍 

胡樂晞 喇沙小學 

陳靖依 天神嘉諾撒學校 陳美慧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馮茵婷 南元朗官立小學 黃宇軒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梁芷柔 浸信會附屬學校王錦輝小學 曾一朗 元朗商會小學 

戴善之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張珈熙 天主教佑華小學 

陳厚源 培僑書院 劉穎柔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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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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曉晴 馬鞍山崇真中學 

亞軍 梁嘉琪 寧波公學 

季軍 彭華玲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優異 

余程昊 天主教新民書院 

隋緣 衛理中學 

李諾曦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入圍 

鍾國欣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鍾國欣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鄧摯朗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陳震夏中學 
鄧摯朗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陳震夏中學 

蔡梓郁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陳震夏中學 
蔡梓郁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陳震夏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冠軍 蘇昊柏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亞軍 鄺彥丰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季軍 鄺姿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優異 

梁展朋 保良局陳溢小學 

李雪昕 保良局陳溢小學 

鍾嘉謙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入圍 

姚正謙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姚正謙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林繼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林繼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姜淏 聖保羅書院小學 姜淏 聖保羅書院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保良局陳溢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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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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欣奇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冠军 刘芷君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亚军 温俊鑫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亚军 杨欣桐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季军 冯颖珈 
佛山市禅城区 

南庄镇中心小学 
季军 黄诗媛 

广州市白云区 

白天鹅京溪实验小学 

优异 

 

陈雅楠 
广州市白云区 

白天鹅京溪实验小学 优异 

 

邓子靖 佛山市同济小学 

郭晋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杨心桐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李欣蔚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翟蔚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入围 

顾哲轩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入围 

吴语婷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史精科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龚宇茜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荣静怡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罗杰棠 
佛山市禅城区 

南庄镇中心小学 

卢思睿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卢航 广州市白云区集贤小学 

邝梓莹 佛山市元甲学校 陈曦 
广州市白云区 

白天鹅京溪实验小学 

何宛莹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 朱家欣 
广州市白云区 

白天鹅京溪实验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征文比赛及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征文比赛 

冠军 李睿祺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亚军 黄明昕 佛山市同济小学 

季军 叶培滢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优异 

李月婷 佛山市禅城区元甲学校 

王雅勤 佛山市禅城区元甲学校 

张淏霖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入围 

钟汉锋 佛山市同济小学 钟汉锋 佛山市同济小学 

官梓钒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官梓钒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金艺函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金艺函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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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摄影比赛 

冠军 刘俊添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亚军 孙畅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季军 邝桉琦  佛山市同济小学 

优异 

谭梓聪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黄凯辉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钟宛彤 佛山市同济小学 

入围 

何思晴 佛山市元甲学校 

黄申江 佛山市元甲学校 李欣蔚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梁珈肇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陈玥 佛山市同济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