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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 

第六届“理想家园征文、摄影、绘画及海报设计比赛”颁奖典礼 
 

（2013 年 7 月 19 日，香港）香港品质保证局连续第六年举办的“理想家园征文、摄影、绘画及海报

设计比赛”，已于今天晚上假香港理工大学蒋震剧院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圆满结束。今届比赛为连续第
三年邀请广州及邻近地区参与。 

 

透过作品 描述理想家园之道 

第六届“理想家园”比赛在香港教育局及广州市团校广州市青年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协办下，反应踊

跃。香港品质保证局主席莫国和教授工程师道：“从今年收到的比赛作品中，我便很高兴看到许多同学

都从日常生活出发，具体地描述如何身体力行去实现理想的家园，好像关心家人、帮忙做家务、和睦待

人、爱护环境和珍惜食物等。虽然这些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同学肯踏出第一步，一点一滴去做，我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坚持下，将来无论在个人、家庭、企业或社区等不同的层面，都可以建立一个

更和谐、更理想的家园。” 

 

大会很荣幸邀请到多位资深评判，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何万贯教授、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周

蜜蜜女士、香港摄影学会会长任适先生、香港设计学院的黎华先生和徐家驹先生、广州市青年对外文化

交流中心。 

 

鼓励年青一代思考人生价值观 

“我相信生命能够影响生命。虽然这些都是伤感的人间悲剧，但却唤起了孩童最真挚的同情心，启发他

们主动思考问题，逐渐形成个人的价值观，甚至深远地影响未来的人生取向。”香港品质保证局总裁林

宝兴博士道：“透过这些作品，他们不但发挥艺术才华，将内心的情感及对共建美好将来的期望表达出

来，同时也触动了成年人的赤子之心，让我们重新地反思自己、反思世界。” 

 

是次活动获得香港设计学院和香港摄影学会担任支持机构，典礼更邀请了屯门天主教中学和武艺文化中

心的同学，于典礼上表演音乐、舞蹈及武术，让整个活动在一片欢乐气氛下圆满结束。 

 
- 完- 

 

 

 

 

 
 

媒体查询： 

香港品质保证局 – 企业传讯组 

麦家彦先生 陈婷思小姐 

电话：2202 9569 电话：2202 9372 

电邮：eastro.mak@hkqaa.org 电邮：laura.chan@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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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简介 

 
香港品质保证局为一家非牟利机构，由香港政府于一九八九年成立，致力协助工商界于管理体系的发

展，以提升市场的竞争力。作为香港认证行业的领导者之一，香港品质保证局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企业

提供专业、公正和具增值的认证服务，并肩负推广管理体系的使命，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服务，详情请

浏览 http://www.hkqaa.org。 

 
“理想家园”比赛简介 

 
香港品质保证局期望帮助社会未来的栋梁－年青人能够从小建立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理想家园”计

划由此而生。“理想家园”中“家园”一词，不但代表了一个家庭的观念，更代表了人类互助互爱、和

谐共处和理想生活的环境。本局希望藉此计划激发青少年思考和探求缔造理想家园的条件，培养他们履

行公民义务的精神，并鼓励他们从日常生活开始，身体力行去贡献社会。 
 

 

  
第六届“理想家园”比赛的得奖者与众嘉宾及评判团合照。 

 

http://www.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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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主席莫国和教授工程师致送纪念旗予教育局学校发展主任赖晴博士，感谢当局担任理想家园的协

办机构。 

 

  
香港品质保证局副主席卢伟国议员（左）及总裁林宝兴博士（右）颁奖予得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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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品品质质保保证证局局理理想想家家园园：：22001122 年年第第六六届届征征文文、、摄摄影影、、绘绘画画及及海海报报设设计计比比赛赛》》  

结结果果公公布布  
 

香香港港区区：：  
 

 

征文比赛获奖同学名单（中学） 

初级组（中一至中三） 高级组（中四至中七） 

冠军 王宇瀚 圣言中学 冠军 何小曼 宁波公学 

亚军 林惠敏 香港布厂商会朱石麟中学 亚军 蔡伟秋 棉纺会中学 

季军 麦皓明 圣言中学 季军 廖嘉文 宁波公学 

优异 

曾绮贞 佛教茂峰法师纪念中学 

优异 

任绮琪 德雅中学 

丁颖婷 筲箕湾官立中学 陈懿憓 迦密圣道中学 

曾晓琳 丽泽中学 张慧琳 保良局罗杰承(一九八三)中学 

入围 

苏铭浩 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 

入围 

陈晓琳 慕光英文书院 

林晨曦 天主教慈幼会伍少梅中学 冯雅雯 宁波公学 

张炳超 圣言中学 郭文媛 慕光英文书院 

郑凯晴 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 陈思婷 宁波公学 

邵孝妍 丽泽中学 梁志胜 宝觉中学 

罗竣之 圣言中学 施晓彤 金文泰中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 

          

征文比赛获奖同学名单（小学） 

小学组（小四至小六） 

冠军 梁乐彤 黄大仙天主教小学 

亚军 曾俊文 圣公会油塘基显小学 

季军 董泳希 拔萃女小学 

优异 

郭思齐 嘉诺撒圣方济各学校 

刘政 伍邑工商总会学校 

方善珩 拔萃女小学 

入围 

洪智钧 上水惠州公立学校 倪霭琳 香港浸信会联会小学 

梁筠宜 佐敦道官立小学 李汝望 大埔循道卫理小学 

张嘉殷 佐敦道官立小学 苏文慧 大埔循道卫理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德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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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及海报比赛获奖同学名单（中学） 

初级组（中一至中三） 高级组（中四至中七） 

冠军 吴卓思 
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省德

学校 
冠军 陈俊志 民生书院 

亚军 孔嘉敏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亚军 苏泳钧 陈树渠纪念中学 

季军 陈隽诺 新会商会陈白沙纪念中学 季军 萧美 德兰中学 

优异 

黄琬琦 廖宝珊纪念书院 

优异 

张家豪 皇仁旧生会中学 

何雪美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林国鑫 宁波公学 

赵汝政 圣言中学 张雯蕙 Holy Family Canossian College 

入围 

欧汶澔 拔萃男书院 

入围 

劳淑怡 伊利沙伯中学旧生会中学 

李彦慧 荔景天主教中学 文泳芝 新会商会中学 

黄启铭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潘爵灏 民生书院 

麦晓祈 筲箕湾官立中学 邓乐谦 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 

黄家乐 中华基督教会全完中学 许智贤 英华女学校 

何灏庭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陈晓楠 宁波公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新会商会陈白沙纪念中学 

          

 

绘画比赛获奖同学名单（小学） 

初级组（小一至小三） 高级组（小四至小六） 

冠军 罗恺明 拔萃女小学 冠军 曾俊文 圣公会油塘基显小学 

亚军 江卓琳 荃湾天主教小学 亚军 余安源 圣公会仁立小学 

季军 陈芷茵 荃湾官立小学 季军 杨舜庭 天主教石钟山纪念小学 

优异 

陈俊谚 
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

小学 
优异 

冼芸伊 九龙塘官立小学 

林睿申 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冯诗晴 中华基督教会基慧小学(马湾) 

胡恺敏 海霸街官立小学 梁云翀 华仁小学 

入围 

袁子茼 保良局梁周顺琴小学 

入围 

郑旻睎 圣公会仁立小学 

唐嘉敏 荃湾基慧小学 刘晋言 保良局世德小学 

戴善为 天主教石钟山纪念小学 郑子骞 圣公会仁立小学 

廖殷岚 香港浸信会联会小学 谢胤言 中华基督教会湾仔堂基道小学 

黄子晴 保良局梁周顺琴小学 陈正文 九龙塘官立小学 

余之之 嘉诺撒圣方济各学校 黄颂衡 宝血会伍季明纪念学校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圣安当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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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中学） 

中学组（中一至中七） 

冠军 罗紫薇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亚军 梁泳心 佛教何南金中学 

季军 范上敏 香港真光中学 

优异 

钟浩文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郑霆锋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Yao Dao Secondary School 

曹秀聆 东华三院吴祥川纪念中学 

入围 

萧嘉倩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刘卓麟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林逸朗 中华基督教会基新中学 林婉芯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谭梓健 香港中国妇女会冯尧敬纪念中学 徐显升 佛教何南金中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小学） 

小学组（小一至小六） 

冠军 莫少琳 圣公会静山小学 

亚军 林晓岚 梨木树天主教小学 

季军 徐佩琪 顺德联谊总会胡少渠纪念小学 

优异 

林梦娜 梨木树天主教小学 

苏恩陶 圣玛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 

梁晓澄 St Margaret's Co-educational English and Primary School 

入围 

陈宝贤 梨木树天主教小学 李文迪 圣公会静山小学 

陈颖瑜 仁济医院罗陈楚思小学 叶嘉雯 梨木树天主教小学 

陆咏欣 梨木树天主教小学 吴梓轩 圣公会主爱小学(梨木树)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梨木树天主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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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州州及及邻邻近近地地区区：：  
 

征文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小学组 

冠军 霍锦炫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亚军 高羲俊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季军 覃小蔚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优异 

陈泓烨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关乐怡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杜锐政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入围 

陆嘉铟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吴曼嘉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邓慧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袁浩翔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吴越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孙园园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绘画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初级组（小一至小三） 高级组（小四至小六） 

冠军 苏诗晴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冠军 关乐怡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亚军 罗凯莹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亚军 冯倚桐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季军 叶煌辉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季军 
何展

鹏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优异 

 

钟美琳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优异 

 

罗健仪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李腾珺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雷子颖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朱德豪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蔡嘉颖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入围 

何浚轩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入围 

关文杰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胡嘉雯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杨东怡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关慧雯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杨洁蕾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温筱桐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张潇月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陈锦超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李杰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郑欣妍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谢国富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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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小学组 

冠军 罗梓民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亚军 王博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季军 梁锦涛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优异 

李熙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叶彩欣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梁家绍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入围 

陈键鸿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谢锡灿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陈俊东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郑雅喆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李博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曾俊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中山市东区柏苑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