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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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二二屆屆徵徵文文、、攝攝影影、、微微電電影影、、繪繪畫畫及及海海報報設設計計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結結果果公公布布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二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的評審工作已於五

月中順利舉行，感謝各界的參與和推動。是次比賽反應踴躍，粤港兩地合共收到約二千五百份作品。經評判

審慎甄選後，已選出各組別的優勝作品。頒獎典禮將於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假香港科技園高錕會議

中心舉行頒奬典禮，各得獎者將於六月獲專人通知。 

 
如有任何垂詢，歡迎電郵至 crystal.chan@hkqaa.org 或致電 (852) 2202 9314 與本局企業傳訊組陳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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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樂兒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冠軍 賴一心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亞軍 呂崇節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亞軍 李洁瑜 聖公會諸聖中學 

季軍 黃天欣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季軍 楊秀鈴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優異 

魏志曉 拔萃男書院 

優異 

陳慧汶 寧波公學 

陸碧妍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黎錦欣 寧波公學 

陳紫熙 拔萃女書院 黃澤林 鄧鏡波學校 

入圍 

尹嘉寶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入圍 

陳柳伊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杜卓芝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王曉藍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林靜宜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曹佩怡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葉秀雲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程俊豪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葉嘉熙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崔俊千 粉嶺救恩書院 

楊咏妮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陳奕宏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賽馬會毅智書院 

          

徵文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 

冠軍 陳思霖 將軍澳官立小學 

亞軍 李祉瑩 拔萃女小學 

季軍 周敔瑤 北角官立小學 

優異 

張浩維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莫愛鈴 福榮街官立小學 

鄧婷艾 福榮街官立小學 

入圍 

張鈞天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伍荌僑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黃穎思 將軍澳官立小學 溫啟月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溫淑芬 樂善堂小學 葉柏寧 天水圍官立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聖方濟愛德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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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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昕瑜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冠軍 阮海汶 廖寶珊紀念書院 

亞軍 熊梓丞 荃灣聖芳濟中學 亞軍 黃卓玟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季軍 唐嘉敏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季軍 陸詠霖 廖寶珊紀念書院 

優異 

陳沁慧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優異 

蔡芷樺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鄭麗莊 賽馬會體藝中學 陳梓毅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劉胤欏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鐘綺亭 陳樹渠紀念中學 

入圍 

吳鎧晴 聖傑靈女子中學 

入圍 

陳曉彤 廖寶珊紀念書院 

周祉妤 聖傑靈女子中學 郭霈妤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蔡梓霖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吳倩曦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譚凱遙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周穎欣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蔡宇琛 聖若瑟英文中學 陳茹思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蔡子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蔡琳芝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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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芷瑜 九龍塘官立小學 冠軍 李欣諾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亞軍 鄭洛蘊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亞軍 甄欣 
THE HARBOUR SCHOOL  
(THE GROVE) 

季軍 黎溢朗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季軍 鄧卓堯 嘉諾撤聖心學校私立部 

優異 

莊芷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優異 

周善淇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梁紫盈 佐敦道官立小學 梁芷柔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梁梓熙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鄺衍麟 喇沙小學 

入圍 

陳樂恩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入圍 

邢慇桐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杜筱雯 佛教黃焯菴小學 莊詠晴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麥馨月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柳進華 聖公會主愛小學 

梁熙淳 元朗朗屏村惠州學校 區芷嘉 九龍塘官立小學 

楊凱雯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趙心柔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九龍城） 

彭康澄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陳曉慧 嘉諾撤聖瑪利學校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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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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沅芝 寶血女子中學 

亞軍 黃慧欣 馬鞍山崇真中學 

季軍 黎穎沂 馬鞍山崇真中學 

優異 

曾秀明 慕光英文書院 

王豐淼 將軍澳香島中學 

喬漢文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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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劭旻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亞軍 崔允婷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季軍 葉海澄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優異 

羅子雙 保良局陳溢小學 

黃俊誠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張淽茵 聖方濟愛德小學 

入圍 

陳明心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吳諾暉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林沛希 佛教黃焯菴小學 梅昕晴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李宇陽 佛教黃焯菴小學 朱穎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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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中學） 

中學組（中一至中六） 

獎項 作品名稱 組別 

冠軍 What if 

賽馬會毅智書院 

陳素嘉（編劇） 司徒凱琪（導演、演員） 

蔡桸榆（演員） 扶德印（演員） 

陳芷穎（演員）  

亞軍 /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學 

陳普恩（導演、剪接、演員） 黃子銘（拍攝） 

張澤峰（拍攝、剪接） 尤懌衡（拍攝） 

季軍 / 

香島中學 

關怡然（導演） 蔡芷淇（演員） 

陳尊（演員） 林家浩（拍攝） 

仇瓏晞（演員）  

優異 

暮光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林子良（導演） 吳伊琳（監製） 

朱銘茵（編劇） 明曉童（演員） 

何宏波（拍攝）  

/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鄭貝橋（拍攝、剪接） 譚昕明（拍攝、剪接） 

鄧善思（拍攝、剪接） 李崇恩（拍攝） 

蔡慧翰（拍攝）  

/ 
馬鞍山崇真中學 

余穎姿 

入圍 

 /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張子顥 趙琛銘 

鄺浩民 鄭冠豪 

理想家園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魏珈浚（拍攝、剪接） 

科技至尚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何沛穎（演員、編劇） 洪景淇（演員、剪接） 

張勝楠（演員、編劇） 杜穎杰（演員） 

全俊僖（演員）  

三個廣告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劉慧芯（拍攝） 李異發（拍攝） 

黃令希（演員） 全俊僖（演員） 

陳豊鏇（演員）  

最積極學校參獎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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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