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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請即時發放 
 

比賽擴大至廣州及鄰近地區 
香港品質保證局 

第四屆「理想家園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頒奬典禮 
 

（2011 年 8 月 26 日，香港）香港品質保證局連續第四年舉辦的「理想家園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
設計比賽」，已於今天晚上假荃灣大會堂文娛廳舉行的頒奬典禮上圓滿結束。今屆比賽首次擴大至廣

州及鄰近地區，反應熱烈，亦反映出參賽者雖然年紀輕輕，但已對社會責任、平等共融和氣候變化等題

目非常關注。 
 
香港•廣州 互相交流啟發 
第四屆「理想家園」比賽邀得香港教育局及廣州市團校廣州市青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作為協辦單位，除

供香港的中、小學生參加外，亦首次擴大至廣州及鄰近地區（得獎名單詳見附件）。在今屆比賽中，很

多作品除了表現出同學對大自然及綠化生活的憧憬外，有些更放遠視野，在作品中加入對社會現象的關

注，如社會責任、平等共融和氣候變化等。 
 
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坦言：「從他們的參賽作品中，我很高興見到新一代心目中的『理想家

園』，並不是豪華的大宅、侈奢的生活，他們所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其

中，我亦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發現香港的同學，擅長在作品中表達很多元化的理想社會概念，

如環保、人人平等、社會責任等；而廣州地區的同學，則強調攜手實踐的重要性，以及人與人和諧共

存、合作建設社區的元素。我認為兩者對社會的進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很高興透過這個比賽，可

以讓兩地的同學互相交流、互相啟發。」 
 
大會很榮幸邀請到多位資深評判，包括香港教育局代表楊景輝先生、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女士、香

港攝影學會會長任適先生、香港設計學院的黎華先生和徐家駒先生、廣州市青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 
 
助年青一代建立正確人生觀 
「香港品質保證局積極進行各類推廣活動，以喚起大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等全球問

題的關注。而『理想家園』比賽，就是其中一個重點項目。」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莫國和教授工程師

說：「透過比賽，我們希望讓年青一代能藉著文章、攝影、繪畫等不同的渠道，認真反思一下自己所追

求的理想世界的面貌，以及每個人能夠為社會作出甚麼貢獻，從小開始建立正確的人生觀，開拓廣闊的

眼界。」 
 

是次活動獲得香港設計學院和香港展能藝術會擔任支持機構，典禮更邀請了迦南管弦樂團，以及有份參

與比賽的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和城南小學的同學，於當晚的演奏會表演音樂及舞蹈，讓整個活動

在一片悠揚音樂聲下圓滿結束。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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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查詢： 
香港品質保證局 – 企業傳訊組 

麥家彥先生 伍藹靜小姐 
電話：2202 9569 電話：2202 9302 
電郵：eastro.mak@hkqaa.org 電郵：brenda.ng@hkqaa.org 
 
********************************************************************************************************* 
 
 
香港品質保證局簡介 
 
香港品質保證局為一家非牟利機構，由香港政府於一九八九年成立，致力協助工商界於管理體系的發

展，以提升市場的競爭力。作為香港認證行業的領導者之一，香港品質保證局為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企業

提供專業、公正和具增值的認證服務，並肩負推廣管理體系的使命，提供不同類型的培訓服務，詳情請

瀏覽 http://www.hkqaa.org。 

 
 
 

 
第四屆「理想家園」比賽的得獎者與眾嘉賓及評判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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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莫國和教授工程師表示，期望年青一代在共同的努力和堅持下，以關心社群、注重環保的精

神，在個人、家庭、企業、社區等不同層面，一起建立更和諧、更理想的家園。 

 

 

 

 
迦南管弦樂團、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和城南小學於典禮上表演音樂及舞蹈，贏得現場不少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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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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屆屆徵徵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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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七） 

冠軍 黃雯馨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冠軍 劉凡可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亞軍 葉詩琦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亞軍 陳思妮 寧波公學 

季軍 蔡雅麗 中華傅道會安柱中學 季軍 唐諾兒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符美霞 潮州會館中學 楊素賢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馬翠怡 天水圍官立中學 劉健儀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優異 

張雋浩 張祝珊英文中學 

優異 

曾智樂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陳森杰 慕光英文書院 吳嘉健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鍾惠掌 慕光英文書院 游穎琪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趙苑淇 拔萃女書院 黃俊文 寧波公學 

馬翠琪 拔萃女書院 淩寶儀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鍾致遠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余念慈 屯門天主教中學 

入圍 

丘凱瑩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入圍 

陳家祈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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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博毅 九龍塘官立小學 
亞軍 郭俊卓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季軍 關思薇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黃俊霖 九龍塘官立小學 

葉淳昕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下午校) 優異 

胡獻偉 保良局賈梅士學校 

譚日桐 曾梅千禧小學 林子筠 靈糧堂秀德小學 
連愛生 陳瑞祺(喇沙)小學 曾卓琳 靈糧堂秀德小學 入圍 

陳茵儀 靈糧堂秀德小學 鍾翠怡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陳瑞祺(喇沙)小學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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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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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七） 

冠軍 梁蔚婷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冠軍 邱泳懷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亞軍 謝爾霖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亞軍 陳家信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季軍 雷天眷 Yellow House Children's Art 
Programme 季軍 許宏銓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韓詩欣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周樂怡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姚子晴 拔萃女書院 鄭綽敏 屯門天主教中學 優異 

雷楚翹 Yellow House Children's Art 
Programme 

優異 

梁穎欣 保良局胡忠中學 

馮芷晴 屯門天主教中學 蘇紫軒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陳曉昕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Secondary Section) 劉向紅 邱子文高中學校 

余愷澄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陳安榆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梁凱琪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曾稀嵐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陳沛琳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何采珊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入圍 

陳蔚晴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入圍 

李泳宜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屯門天主教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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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ia Tse 中華基督教灣仔堂基道小學 冠軍 彭諾童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亞軍 黃頴希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上午校 亞軍 翁櫟庭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季軍 關希朗 拔萃小學 季軍 林可昕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麥晧兒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周芷盈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吳祉慧 拔萃小學 梁曉懿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上午校 優異 

胡梓軒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上午校 

優異 

許漢銘 燕子畫苑文化中心 

梁雲翀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陳祉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林睿申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張善美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張曉培 拔萃小學 陳雅雯 燕子畫苑文化中心 

譚卓斐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上午校 李建汶 燕子畫苑文化中心 

劉芷翹 德望學校(小學部) 周展鋒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入圍 

黃思諺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入圍 

司徒兆軒 太古小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太古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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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中學） 

中學組（中一至中七） 

冠軍 曾智樂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亞軍 羅嘉儀 屯門天主教中學 

季軍 錢靖萱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優異 胡芷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冠軍 蕭綺婷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亞軍 關皓丞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季軍 林學喬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勞子健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何慧心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優異 

楊苑斯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莊芷晴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何頌欣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陳姿岐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李詠賢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入圍 

李美恩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陳咲穎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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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廣州州及及鄰鄰近近地地區區：： 
          

徵文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 

冠軍 孔梓儒 佛山市元甲小學 
亞軍 李梓健 廣州市三元里小學 

季軍 秦雅欣 廣州市旭景小學 

戴嘉啟 佛山市禪城區羅南小學 

劉泓濱 佛山市元甲小學 優異 

羅曉丹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張祺 佛山市禪城區城南小學 梁倩 佛山市二十七小學 
李文輝 廣州市天河區昌樂小學 劉暢 佛山市同濟小學 入圍 

陳宇軒 佛山市實驗學校 張曉瑞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佛山市元甲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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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俊 佛山市實驗學校 冠軍 張超賢 佛山市同濟小學 
亞軍 關樂怡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亞軍 何展鵬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季軍 楊暢 廣州市天河區車陂小學 季軍 唐敏華 佛山市實驗學校 

鍾方澤 佛山市實驗學校 黃悅華 佛山市元甲小學 

關偉鏘 佛山市實驗學校 龐佩琳 佛山市禪城區怡東小學 優異 

歐錦玲 佛山市二十七小學 

優異 

莫彥彰 廣州市三元裏小學 

黎咏怡 佛山市第一小学 黃麗斯 廣州市天河區車陂小學 

邵敬皓 佛山市實驗學校 何慧儀 佛山市禪城區怡東小學 

陳欣靜 佛山市實驗學校 黃雯菲 佛山市禪城區怡東小學 

喬威皓 佛山市白燕小學 謝詠祺 佛山市禪城區怡東小學 

黃嘉寶 廣州市白雲區景泰小學 彭清雅 佛山市禪城區怡東小學 

入圍 

李嘉烙 高科技安全家園 

入圍 

陳麗鈺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佛山市實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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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冠軍 李宇彪 佛山市禪城區羅南小學 
亞軍 羅梓民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季軍 沈育恩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優異 倫嘉瑩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招敏詩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溶洲小學 梁鎂雪 廣州市天河區車陂小學 

梁煥玲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溶洲小學 陳文浩 佛山市禪城區羅南小學 入圍 

關志恆 佛山市禪城區羅南小學 凌境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最佳學校參與獎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中心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