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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白雲區 

教育發展中心 

《《香香港港品品質質保保證證局局理理想想家家園園：：第第七七屆屆徵徵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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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徵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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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將於七月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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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婉婷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冠軍 文琛 葵涌循道中學 

亞軍 鍾思慧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亞軍 陳愷怡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季軍 張樂怡 可風中學 (嗇色園主辦) 季軍 嚴詩藴 寧波公學 

優異 

譚頌康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優異 

陳思婷 寧波公學 

李穎欣 漢華中學 馮雅雯 寧波公學 

馬昊騁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黃嘉詠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入圍 

黃悅愷 可風中學 (嗇色園主辦) 

入圍 

袁穎琪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任禕雯 台山商會中學 曾泳杰 余振強紀念中學 

張嘉希 寧波公學 陳倩恩 寧波公學 

鄧穎琳 寧波公學 陳志恆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郭琳霞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曹玉婷 元朗公立中學 

羅天晴 沙田崇真中學 黃巧儀 寧波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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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濬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亞軍 黃光麟 九龍塘官立小學 

季軍 陳芷蔚 九龍塘官立小學 

優異 

江鏵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盧炤碧 九龍塘官立小學 

鄭詠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入圍 

譚蕊澄 保良局莊啓程小學 羅鎧澄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楊倬亦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黃鏘源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鄒小姿 保良局莊啓程小學 李仕鸞 大埔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保良局莊啓程小學 

mailto:9111或電郵至hkqaa.mkt@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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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白雲區 

教育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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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祉澄 啟思中學 冠軍 馬顥恩 民生書院 

亞軍 梁雅靖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亞軍 鄧樂謙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季軍 任寶兒 嘉諾撒書院 季軍 鍾秋怡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優異 

袁昊霆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優異 

趙希敏 嘉諾撒書院 

譚玲奈 救恩書院 黃大猷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林子諾 樂善堂顧超文紀念學校 趙文慧 華英中學 

入圍 

黃學詩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入圍 

蘇藹襦 民生書院 

周展鋒 林大輝中學 馮振宇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嚴泳心 伊利沙伯中學 陳家敏 民生書院 

葉寧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楊卓霖 民生書院 

胡俊彥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譚學謙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張靖淇 嘉諾撒書院 莊惠欣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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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彥青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冠軍 吳沁潔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亞軍 陳泓僖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亞軍 鄭子騫 聖公會仁立小學 

季軍 馮紀蓁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季軍 梁瑜希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優異 

黃嘉欣 聖母無沾聖心學校 

優異 

何菁元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冼俊而 九龍塘官立小學 周自清 荃灣官立小學 

李樂晴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葉芷青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入圍 

顏塏桐 
宣道會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元喜小學 

入圍 

溫尚霖 胡秦貞博士紀念學校 

梁熙琳 寶血會思源學校 鍾楚翹 保良局錦泰小學 

麥霈琨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郭思齊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周曜鋒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袁子茼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陳映其 沙田小學 曾曉琳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呂洭淇 九龍塘宣道小學 張茜淇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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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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曉悠 聖母書院 

亞軍 莊兆哲 王肇枝中學 

季軍 鄭旻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優異 

林震豪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施嘉雯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朱沛豪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入圍 

林永彥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梁浚曦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張沛 勞工子弟中學 周星浩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劉德維 金文泰中學 蔡紀玉 寧波第二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冠軍 莫鎧霖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亞軍 黃浩文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季軍 劉朗朗 沙田區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優異 

雷采妍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吳井然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曾俊文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入圍 

鄺彥丰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吳彥婷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蘇恩陶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劉君豪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古盈立 英華小學 林令丰 香港培正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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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