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共 8頁 

【新聞稿】 
請即時發放 

 

香港品質保證局 

第六屆「理想家園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頒奬典禮 
 

（2013 年 7 月 19 日，香港）香港品質保證局連續第六年舉辦的「理想家園徵文、攝影、繪畫及海報

設計比賽」，已於今天晚上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的頒奬典禮上圓滿結束。今屆比賽為連續第
三年邀請廣州及鄰近地區參與。 

 

透過作品 描述理想家園之道 

第六屆「理想家園」比賽在香港教育局及廣州市團校廣州市青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協辦下，反應踴

躍。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莫國和教授工程師道：「從今年收到的比賽作品中，我便很高興看到許多同學

都從日常生活出發，具體地描述如何身體力行去實現理想的家園，好像關心家人、幫忙做家務、和睦待

人、愛護環境和珍惜食物等。雖然這些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同學肯踏出第一步，一點一滴去做，我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堅持下，將來無論在個人、家庭、企業或社區等不同的層面，都可以建立一個

更和諧、更理想的家園。」 

 

大會很榮幸邀請到多位資深評判，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何萬貫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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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年青一代思考人生價值觀 

「我相信生命能夠影響生命。雖然這些都是傷感的人間悲劇，但卻喚起了孩童最真摯的同情心，啟發他

們主動思考問題，逐漸形成個人的價值觀，甚至深遠地影響未來的人生取向。」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林

寶興博士道：「透過這些作品，他們不但發揮藝術才華，將內心的情感及對共建美好將來的期望表達出

來，同時也觸動了成年人的赤子之心，讓我們重新地反思自己、反思世界。」 

 

是次活動獲得香港設計學院和香港攝影學會擔任支持機構，典禮更邀請了屯門天主教中學和武藝文化中

心的同學，於典禮上表演音樂、舞蹈及武術，讓整個活動在一片歡樂氣氛下圓滿結束。 

 

- 完- 

 

 

 

 

 
 

媒體查詢： 

香港品質保證局 – 企業傳訊組 

麥家彥先生 陳婷思小姐 

電話：2202 9569 電話：2202 9372 

電郵：eastro.mak@hkqaa.org 電郵：laura.chan@hkqaa.org 

 
 
 



 

 
第 2頁，共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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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家園」比賽簡介 

 

香港品質保證局期望幫助社會未來的棟樑－年青人能夠從小建立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理想家園」計

劃由此而生。「理想家園」中「家園」一詞，不但代表了一個家庭的觀念，更代表了人類互助互愛、和

諧共處和理想生活的環境。本局希望藉此計劃激發青少年思考和探求締造理想家園的條件，培養他們履

行公民義務的精神，並鼓勵他們從日常生活開始，身體力行去貢獻社會。 
 

 

  
第六屆「理想家園」比賽的得獎者與眾嘉賓及評判團合照。 

 

http://www.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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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莫國和教授工程師致送紀念旗予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賴晴博士，感謝當局擔任理想家園的協

辦機構。 

 

  
香港品質保證局副主席盧偉國議員（左）及總裁林寶興博士（右）頒獎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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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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22 年年第第六六屆屆徵徵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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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宇瀚 聖言中學 冠軍 何小曼 寧波公學 

亞軍 林惠敏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亞軍 蔡偉秋 棉紡會中學 

季軍 麥皓明 聖言中學 季軍 廖嘉文 寧波公學 

優異 

曾綺貞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優異 

任綺琪 德雅中學 

丁穎婷 筲箕灣官立中學 陳懿憓 迦密聖道中學 

曾曉琳 麗澤中學 張慧琳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入圍 

蘇銘浩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入圍 

陳曉琳 慕光英文書院 

林晨曦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馮雅雯 寧波公學 

張炳超 聖言中學 郭文媛 慕光英文書院 

鄭凱晴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陳思婷 寧波公學 

邵孝妍 麗澤中學 梁志勝 寶覺中學 

羅竣之 聖言中學 施曉彤 金文泰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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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樂彤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亞軍 曾俊文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季軍 董泳希 拔萃女小學 

優異 

郭思齊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劉政 伍邑工商總會學校 

方善珩 拔萃女小學 

入圍 

洪智鈞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倪靄琳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梁筠宜 佐敦道官立小學 李汝望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張嘉殷 佐敦道官立小學 蘇文慧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德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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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及海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中學）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冠軍 吳卓思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

學校 
冠軍 陳俊志 民生書院 

亞軍 孔嘉敏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亞軍 蘇泳鈞 陳樹渠紀念中學 

季軍 陳雋諾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季軍 蕭美 德蘭中學 

優異 

黃琬琦 廖寶珊紀念書院 

優異 

張家豪 皇仁舊生會中學 

何雪美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林國鑫 寧波公學 

趙汝政 聖言中學 張雯蕙 Holy Family Canossian College 

入圍 

歐汶澔 拔萃男書院 

入圍 

勞淑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李彥慧 荔景天主教中學 文泳芝 新會商會中學 

黃啟銘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潘爵灝 民生書院 

麥曉祈 筲箕灣官立中學 鄧樂謙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黃家樂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許智賢 英華女學校 

何灝庭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陳曉楠 寧波公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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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愷明 拔萃女小學 冠軍 曾俊文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亞軍 江卓琳 荃灣天主教小學 亞軍 余安源 聖公會仁立小學 

季軍 陳芷茵 荃灣官立小學 季軍 楊舜庭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優異 

陳俊諺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

小學 
優異 

冼芸伊 九龍塘官立小學 

林睿申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馮詩晴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胡愷敏 海霸街官立小學 梁雲翀 華仁小學 

入圍 

袁子茼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入圍 

鄭旻睎 聖公會仁立小學 

唐嘉敏 荃灣基慧小學 劉晉言 保良局世德小學 

戴善為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鄭子騫 聖公會仁立小學 

廖殷嵐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謝胤言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黃子晴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陳正文 九龍塘官立小學 

余之之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黃頌衡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聖安當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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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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紫薇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亞軍 梁泳心 佛教何南金中學 

季軍 范上敏 香港真光中學 

優異 

鍾浩文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鄭霆鋒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Yao Dao Secondary School 

曹秀聆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入圍 

蕭嘉倩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劉卓麟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林逸朗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林婉芯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譚梓健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徐顯昇 佛教何南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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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少琳 聖公會靜山小學 

亞軍 林曉嵐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季軍 徐珮琪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優異 

林夢娜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蘇恩陶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梁曉澄 St Margaret's Co-educational English and Primary School 

入圍 

陳寶賢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李文迪 聖公會靜山小學 

陳穎瑜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葉嘉雯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陸咏欣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吳梓軒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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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廣州州及及鄰鄰近近地地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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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东區柏苑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