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共 8頁 

【新闻稿】 
请即时发放 

 

香港品质保证局 

第七届“理想家园征文、摄影、绘画及海报设计比赛”颁奖典礼 
 

（2014 年 7 月 11 日，香港）香港品质保证局连续第七年举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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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邀请广州及邻近地区参与。 

 

发挥艺术天份 成就理想家园 

第七届“理想家园”比赛在香港教育局、广州市团校广州市青年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及广州市白云区教育

发展中心的协办下，反应踊跃。香港品质保证局主席卢伟国议员博士工程师道：“我们期望通过‘理想

家园’活动，培育下一代对社会的责任感；一方面让同学尽情发挥艺术天份，另一方面又启导他们，思

考如何贡献个人力量，缔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我们深信，只要他们从小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拓宽视

野，日后投入商业社会工作时，便能抱着这些信念和原则，平衡不同持份者的诉求，为企业及社会整体

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大会很荣幸邀请到多位资深评判，包括明爱专上学院何万贯教授、儿童及青少年文学作家君比女士、香

港摄影学会名衔主席任适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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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表达对人伦和谐的重视 

“我很高兴从今次的参赛作品中，见到同学所向往的‘理想家园’，并非在豪华大宅过奢侈的生活，以

及满足物质化的愿望。相反，他们更看重家庭温暖、社会共融及环境保育等涉及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

之间的和谐关系。”香港品质保证局总裁林宝兴博士道：“我很欣赏同学能够看穿物质享乐的表面，懂

得找出周遭生活和人情伦理中值得珍惜和感恩的美好一面，藉此坚定意志，怀着希望，朝着目标和理想

奋斗。” 

 
是次比赛获得香港设计学院、香港摄影学会和香港小童群益会担任支持机构，典礼更邀请了保良局百周

年李兆忠纪念中学和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于典礼上表演舞蹈及校园剧，让整个活动在一片欢乐气氛下

圆满结束。 

 
考察体验 助学生开阔眼界 

“理想家园”已踏入第七届，适逢今年是本局成立的二十五周年纪念，因此本局亦为这项活动增添新元

素，扩阔其教育内容和接触范畴。上月，本局便首次与商业机构合作，举办学生考察活动，安排师生实

地参观机构的日常运作，了解它们在社会责任、环保方面的实践工作。 

 

暑假期间，本局亦联合香港教育局，举办“活动统筹体验计划”，让同学亲身参与和体验大型活动的筹

备过程，帮助他们开阔眼界，累积人生经验。此外，“理想家园”来年将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分部

合作，进行低碳交流活动，推动两地年青一代思考气候变化的议题。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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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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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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伟国议员致送纪念旗予教育局郭胜先生与广州市团校广州市青年对外文

化交流中心刘晓珠老师，感谢担任理想家园的协办机构。 

 

  
香港品质保证局副主席何志诚工程师（左）及总裁林宝兴博士（右）颁奖予得奖学生。 

  

  



 

 
第 4頁，共 8頁 

《《香香港港品品质质保保证证局局理理想想家家园园：：第第七七届届征征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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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六） 

冠军 郭婉婷 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 冠军 文琛 葵涌循道中学 

亚军 钟思慧 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 亚军 陈恺怡 宝安商会王少清中学 

季军 张乐怡 可风中学 (啬色园主办) 季军 严诗蕴 宁波公学 

优异 

谭颂康 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 

优异 

陈思婷 宁波公学 

李颖欣 汉华中学 冯雅雯 宁波公学 

马昊骋 顺德联谊总会梁銶琚中学 黄嘉咏 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 

入围 

黄悦恺 可风中学 (啬色园主办) 

入围 

袁颖琪 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 

任祎雯 台山商会中学 曾泳杰 余振强纪念中学 

张嘉希 宁波公学 陈倩恩 宁波公学 

邓颖琳 宁波公学 陈志恒 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 

郭琳霞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曹玉婷 元朗公立中学 

罗天晴 沙田崇真中学 黄巧仪 宁波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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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浚 元朗公立中学校友会英业小学 

亚军 黄光麟 九龙塘官立小学 

季军 陈芷蔚 九龙塘官立小学 

优异 

江铧 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 

卢照碧 九龙塘官立小学 

郑咏荞 将军澳天主教小学 

入围 

谭蕊澄 保良局庄启程小学 罗铠澄 中华基督教会何福堂小学 

杨倬亦 将军澳天主教小学 黄锵源 柏立基教育学院校友会李一谔纪念学校 

邹小姿 保良局庄启程小学 李仕鸾 大埔街坊妇女会孙方中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保良局庄启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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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设计比赛获奖同学名单（中学） 

初级组（中一至中三） 高级组（中四至中六） 

冠军 潘祉澄 启思中学 冠军 马颢恩 民生书院 

亚军 梁雅靖 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 亚军 邓乐谦 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 

季军 任宝儿 嘉诺撒书院 季军 钟秋怡 港九潮州公会中学 

优异 

袁昊霆 东华三院邱金元中学 

优异 

赵希敏 嘉诺撒书院 

谭玲奈 救恩书院 黄大猷 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 

林子诺 乐善堂顾超文纪念学校 赵文慧 华英中学 

入围 

黄学诗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入围 

苏蔼襦 民生书院 

周展锋 林大辉中学 冯振宇 港九潮州公会中学 

严泳心 伊利沙伯中学 陈家敏 民生书院 

叶宁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杨卓霖 民生书院 

胡俊彦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谭学谦 东华三院辛亥年总理中学 

张靖淇 嘉诺撒书院 庄惠欣 港九潮州公会中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嘉诺撒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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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彦青 嘉诺撒圣方济各学校 冠军 吴沁洁 嘉诺撒小学(新蒲岗) 

亚军 陈泓僖 沙田循道卫理小学 亚军 郑子骞 圣公会仁立小学 

季军 冯纪蓁 玛利诺修院学校 (小学部) 季军 梁瑜希 三水同乡会禤景荣学校 

优异 

黄嘉欣 圣母无沾圣心学校 

优异 

何菁元 嘉诺撒圣方济各学校 

冼俊而 九龙塘官立小学 周自清 荃湾官立小学 

李乐晴 玛利诺修院学校(小学部) 叶芷青 三水同乡会禤景荣学校 

入围 

颜垲桐 
宣道会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

陈元喜小学 

入围 

温尚霖 胡秦贞博士纪念学校 

梁熙琳 宝血会思源学校 钟楚翘 保良局锦泰小学 

麦霈琨 玛利诺修院学校(小学部) 郭思齐 嘉诺撒圣方济各学校 

周曜锋 天主教石钟山纪念小学 袁子茼 保良局梁周顺琴小学 

陈映其 沙田小学 曾晓琳 保良局梁周顺琴小学 

吕洭淇 九龙塘宣道小学 张茜淇 保良局梁周顺琴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林村公立黄福銮纪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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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中学） 

中学组（中一至中六） 

冠军 潘晓悠 圣母书院 

亚军 庄兆哲 王肇枝中学 

季军 郑旻睎 圣保罗男女中学 

优异 

林震豪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施嘉雯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朱沛豪 保良局何荫棠中学 

入围 

林永彦 宣道会郑荣之中学 梁浚曦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张沛 劳工子弟中学 周星浩 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 

刘德维 金文泰中学 蔡纪玉 宁波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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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铠霖 顺德联谊总会胡少渠纪念小学 

亚军 黄浩文 宝血会伍季明纪念学校 

季军 刘朗朗 沙田区浸信会吕明才小学 

优异 

雷采妍 仁济医院罗陈楚思小学 

吴井然 顺德联谊总会何日东小学 

曾俊文 圣公会油塘基显小学 

入围 

邝彦丰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慧小学 吴彦婷 仁济医院罗陈楚思小学 

苏恩陶 圣玛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 刘君豪 梨木树天主教小学 

古盈立 英华小学 林令丰 香港培正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仁济医院罗陈楚思小学 

 

 



 

 
第 7頁，共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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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佳玥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街京溪小学 

亚军 张栩翊 广州市白云区握山小学 

季军 刘柏江 广州市白云区永泰小学 

优异 

范丽桦 广州市白云区石湖小学 

黎嘉莉 广州市白云区加禾小学 

刘欢 广州市白云区江夏小学 

入围 

柴张涵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一小学 冯碧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小学 

陈珈璐 广州市白云区棠溪小学 苏卓航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蚌湖小学 

江蕊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张村中心小学 萧晓晴 广州市白云区江村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广州市白云区握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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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梓玥 广州市白云区百事佳小学 冠军 李阅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亚军 李依婷 广州市白云区握山小学 亚军 梁君华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中心小学 

季军 许慧婷 广州市白云区握山小学 季军 杨柳青青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实验学校 

优异 

 

雷惠莹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 

优异 

 

曹晓文 广州市白云区大沥小学 

黄元元 广州白云广附实验学校 陈金燕 广州市白云区加禾小学 

韦欣悦 广州市白云区永兴小学 黄淼 广州市白云区金泉小学 

入围 

陈子晗 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验小学 

入围 

郝小雪 广州市白云区金泉小学 

卢欣悦 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小学 夏之韵 广州市白云区百事佳小学 

黄乐琪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 李紫阳 
广州市白云区白天鹅京溪实验小

学 

白羽 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验小学 林婷婷 广州市白云区金泉小学 

王加恩 广州白云广附实验学校 何纪飞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第二小学 

孙珙泰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实验学校 叶芷熙 广州市白云区大沥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广州市白云区百事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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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小学组 

冠军 董丞俊 广州市白云区夏良小学 

亚军 杨御姿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实验学校 

季军 王文琪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第二小学 

优异 

张诗文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小学 

谢钡洋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实验学校 

罗瑞邦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小学 

入围 

林心妍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实验学校 伍颖昕 广州市白云区百事佳小学 

林芷冰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第一小学 林慧欣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小学 

陈俞帆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小学 肖俊豪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第六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