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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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八屆徵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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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兩地合共收到三千多份作品。經評判審慎甄選後，已選出

各組別的優勝作品。頒獎典禮將於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晚上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頒奬典禮，各得

獎者將於六月中前獲專人通知。 

 

如有任何垂詢，歡迎電郵至 joyce.ting@hkqaa.org 或致電 (852) 2202 9302與本局企業傳訊組丁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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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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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9111或電郵至hkqaa.mkt@hkqaa.org


 協辦機構  支持機構 
 低碳交流合作单位 

   
                            
    廣州市團校廣州市 

      青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 

  

                           
                        

 

Hong Kong (香港)  : 19/F., K. Wah Centre, 191 Java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北角渣華道 1 9 1 號嘉華國際中心 1 9 樓  

                    Tel (電話): (852) 2202 9111       Fax (傳真): (852) 2202 9222       General E-mail (電郵): hkqaa@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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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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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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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