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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 

商校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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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九屆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的評審工作已於四月底順利舉行，

感謝各界的參與和推動。是次比賽反應踴躍，粤港兩地合共收到四千多份作品。經評判審慎甄選後，已選出

各組別的優勝作品。頒獎典禮將於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晚上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頒奬典禮，各得

獎者將於六月前獲專人通知。 

 

如有任何垂詢，歡迎電郵至 deanna.poon@hkqaa.org 或致電 (852) 2202 9372與本局企業傳訊組潘小姐聯絡。 

 

香港區各組得獎名單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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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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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懿璇 九龍塘官立小學 

吳俊軒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陳梓韜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黃學易 寶血會思源學校 彭家歡 佐敦道官立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mailto:9111或電郵至hkqaa.mkt@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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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 

商校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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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健文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鄧摯朗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陳震夏中學 
梁巧盈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蔡梓郁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陳震夏中學 
袁靖怡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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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凱淇 保良局陳溢小學 

林繼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鄭汝桐 保良局陳溢小學 

姜淏 聖保羅書院小學 何承軒 保良局陳溢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保良局陳溢小學 

 

 

免責聲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為本項目的協辦機構，並提供協助，向學校宣傳及推廣。在本刊物／活動內（或由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

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