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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请即时发放 

 

香港品质保证局 

第十一届「理想家园征文、摄影、微电影、绘画及海报设计比赛」 

颁奖典礼 
 

（2018 年 8 月 25 日，香港）香港品质保证局第十一届「理想家园征文、摄影、微电影、绘画及海报设
计比赛」，于今天下午假香港沙田科学园会展中心 3 大展览厅举行颁奖典礼。除比赛外，今届「理想
家园」新增了社会责任讲座、体验工作坊及慈善电影欣赏会，将接触面由校园扩阔至社区。 

 

创意表达对社会的愿景 

 

第十一届「理想家园」比赛在香港教育局及广州市青年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协办下，得到广大学生、

老师及学校的鼎力支持，粤港两地共收到约 3,000 份作品。活动旨在鼓励年轻人发挥艺术天份之余，亦

启导他们关心社会，开阔眼界，思考如何贡献个人力量，缔造心目中的理想社区。 

 

香港品质保证局主席卢伟国议员博士工程师道：「许多同学都懂得从日常生活出发，思考如何贡献个

人力量去缔造理想中的家园，例如对人有礼、尊敬师长、孝顺父母、珍惜资源和减少浪费等。虽然这

些事情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每个人都愿意踏出第一步，集众人之力，持之以恒，便是向理想家园迈

进一大步。」 

 

助年青一代建立正面人生观 

 

本局很荣幸邀请到多位资深评判评选作品，包括明爱专上学院研究部教授何万贯教授、香港文学评论

学会主席吴美筠博士、香港摄影学会会长任适先生、2016 年度《国家地理旅行者》摄影比赛总冠军刘

兆景先生、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创意电影制作高级文凭课程主任陈学人导演、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

体学院助理教授赵崇基导演、香港设计学院导师黎华先生及行政总监徐家驹先生。此外，典礼邀请了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专程来港，表演朗诵和唱歌，令活动生色不少。 

 

本局总裁林宝兴博士道：「我希望同学都会受到这些作品启发，不论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将来投身社

会后，都能够秉持这些信念，坐言起行，并将这些正面的讯息传扬开去。」 

 

新增讲座及电影会 将活动接触面扩阔至社区 

 

今届「理想家园」活动继续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合作，进行低碳交流活动，让香港及上海

的同学互相欣赏两地有关低碳环保的绘画作品，促进两地年青一代思考环保、气候变化的议题。 

 

为了扩阔「理想家园」的教育内容和接触范畴，今届活动亦增添了新元素。除了透过「活动统筹体验

计划」，让中学生累积筹办大型活动的经验，扩阔视野之外，亦举办企业社会责任讲座及体验工作坊，

向约 400名中学生介绍社会责任的概念，让他们了解企业如何付诸实践，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本局更举行了慈善电影欣赏会，将活动的接触面由学生校园扩阔至社区邻舍，身体力行实践社会责任，

推动关爱共融，邀请了约 200位来自社区中心、特殊学校、伤健组织，不同背景、年龄和种族的人士，

与第十一届「理想家园」比赛的得奖学生、评判及嘉宾，一起欣赏温情电影「爸爸的便当」，进一步

宣扬「理想家园」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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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理想家园」比赛得奖者与众嘉宾、评判及老师合照。 

 

  
香港品质保证局主席卢伟国议员博士工程师（右）致送纪念锦旗予协办机构—香港教育局升学及就业辅导 

学校发展主任梁嘉贤女士（图左），以及广州市青年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交流干事谢艳老师（图右）。 

 

 
香港品质保证局副主席何志诚工程师（右）颁奖予得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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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中心小学的学生表演朗诵（图左）和唱歌（图右）。 

 

 
香港品质保证局总裁林宝兴博士（中）颁发证书予「活动统筹体验计划」学生。 

 

  
今届活动新增了多场企业社会责任讲座及体验工作坊，向约 400名学生介绍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工作。 

 

 
「理想家园」慈善电影欣赏会邀请了约 200 位来自社区中心、特殊学校、伤健组织的朋友，与第十一届 

「理想家园」比赛的得奖学生、评判及嘉宾，一起欣赏温情电影「爸爸的便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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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恩小姐 

电话：2202 9569 电话：2202 9303 

电邮：eastro.mak@hkqaa.org 电邮：vivian.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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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太区内最具领导地位的合

格评定机构之一，香港品质保证局一直致力提供各类认证及评审服务，并透过知识传递和技术转移，

推动工商界和社会机构提升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本局除了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体系外，亦配合市场需

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积极创新，开发多元化的崭新服务，协助工商界创优增值，造福社会。有关本

局更多资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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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共处的理想生活环境。本局希望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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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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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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一一屆屆徵徵文文、、攝攝影影、、微微電電影影、、繪繪畫畫及及海海報報設設計計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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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六） 

冠軍 曹佩怡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冠軍 吳蔚君 寧波公學 

亞軍 蔡泓毅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亞軍 方秀芝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季軍 顔偉亮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季軍 陳川杰  曾璧山中學 

優異 

梁健豪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優異 

熊學敏 葵涌循道中學 

嚴芷琳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嘉豪 葵涌循道中學 

范溢林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廖晃滺 五邑司徒浩中學 

入圍 

曹日朗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入圍 

鍾朗耀 五邑司徒浩中學 

鄭曉瑩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趙浩光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陳奕安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陳詠翹 寳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許淑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莊玲玲 葵涌循道中學 

王惠嵐  德望學校 蔡安喬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鄭錦濠 五邑司徒浩中學 鄧善瀛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五邑司徒浩中學 

          

徵文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 

冠軍 張芯綾 佐敦道官立小學 

亞軍 朱可言 聖方濟愛德小學 

季軍 文悅 蘇浙小學 

優異 

勞雅欣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郁潁筠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吳津馨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入圍 

吳予瞳 循道學校 李嘉淇 佐敦道官立小學 

張穎敏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梁羅嗣晗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陳紀軒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謝芊嵐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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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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麗莊  賽馬會體藝中學 冠軍 梁卓怡 嘉諾撒書院 

亞軍 殷梓琪 沙田崇真中學 亞軍 梁煦媛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季軍 文皓正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季軍 廖海晴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中學部 

優異 

彭塏晴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優異 

胡芷淇 嘉諾撒書院 

吳欣桐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梁凱喬 嘉諾撒書院 

米珈穎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詹嘉曦 民生書院 

入圍 

蘇燿威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入圍 

梁瑋庭 民生書院 

徐潔穎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陳家欣 民生書院 

黎欣瑜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楊卓怡 英華女學校 

王可忻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李芊蔚 聖士提反書院 

吳藹瀅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馮意儀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何彥青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何詠欣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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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顔均洛  耀中國際學校  冠軍 陳柏橦  民生書院小學 

亞軍 湯梓琛 耀中國際學校  亞軍 蔣雨馨 弘立書院 

季軍 莊嘉恩 香港嘉諾撒學校 季軍 苗琪嘉 弘立書院 

優異 

陳柏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優異 

劉恩彤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王蘊哲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楊琛渝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余敏熙 聖羅撒學校  楊忻錡 蘇浙小學 

入圍 

黃若嵐 聖羅撒學校  

入圍 

施馨然 蘇浙小學 

梁浚澄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黃柏慈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鄭洛藴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林瑋瑜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何善如 漢基國際學校 王紫宸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葉灝謙 黃埔宣道小學 鄭洪量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鍾沅芝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張澄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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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中學） 

中學組（中一至中六） 

冠軍 王愷澄 馬鞍山崇真中學 

亞軍 周尚言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季軍 鄭子騫 聖保羅男女中學 

優異 

蘇柏寧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賴奕謙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楊莉淇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入圍 

鍾國欣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王启龍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張曼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李浩銘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周沅芝 寶血女子中學 鄭旻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冠軍 陳劭昇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寳湖道 ） 

亞軍 鄺彥丰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季軍 崔允泰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優異 

徐天藍 英華小學 

盧梓朗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陳劭旻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寳湖道 ） 

入圍 

胡亦心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陳煥豪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林子俊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葉海澄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陳穎怡 保良局陳溢小學 周沅頌 嘉諾撒聖心學校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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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中學） 
中學組（中一至中六）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組員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 

全完中學－ 

校園電視台 

「你」想家園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沈卓鋒（導演） 鄭文熙（剪接） 

張惠琳（編劇） 王沐祈（剪接） 

曾建軒（攝影）  

亞軍 係愛啊！南昌人 理想葵青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羅念恩（導演） 許松然（演員） 

方美斯（剪接） 吳麟城（演員） 

朱詠嘉（演員）  

季軍 綠色香港 回收小知識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劉楚琦（統籌、剪接） 黃希桐（拍攝） 

李宇瑩（拍攝、剪接） 王卓琦（劇本構思） 

楊皓婷（劇本構思、拍攝）  

優異 

理想家園 共建家園 

棉紡會中學 

楊景森（導演、拍攝、剪接） 許佩怡（演員） 

區浩然（導演、演員） 麥東兒（演員） 

許佩心（演員） 陳瑩（演員） 

李子晴（演員） 黎志杰（演員） 

羅智立（演員） 容偉文（演員） 

姚卓延（演員） 蔡浩申（拍攝、剪接） 

廖巧樺（演員） 劉梓謙（拍攝、剪接） 

璧山朝頭組 長幼樂融融 

曾璧山中學 

羅振鵬（導演） 謝楚迪（拍攝、剪接） 

范楷青（劇本作品） 劉世楷（拍攝、配樂） 

山寨劇社 一梳梳到尾 

香島中學 

關怡然（演員） 蔡芷淇（演員） 

簡心怡（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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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廣州州及及鄰鄰近近地地區區：：  

 

绘画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绘画比赛 

冠军 孔芷程 三江镇中心小学 

亚军 唐如玉 三江镇中心小学 

季军 房小轩 三江镇中心小学 

优异 

 

何宝怡 三江镇中心小学 

吴淑怡 三江镇中心小学 

唐星瑜 顺德希望小学 

入围 

梁丽琴 顺德希望小学 胡珺熠 三江镇中心小学 

甘欣怡 三江镇中心小学 黎语馨 三江镇中心小学 

盘思乐 三江镇中心小学 唐晓月 顺德希望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三江镇中心小学 
 

 

征文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征文比赛 

冠军 李婉琴 三江镇中心小学 

亚军 甘思琪 顺德希望小学 

季军 卢宇辰 三江镇中心小学 

优异 

房文昊 顺德希望小学 

李茜 顺德希望小学 

唐萱 南岗中心学校 

入围 

邓桂红 南岗中心学校 黄静怡 三江镇中心小学 

曾轶 顺德希望小学 李佳蓓 三江镇中心小学 

甘雨彤 顺德希望小学 李思颖 三江镇中心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顺德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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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摄影比赛 

冠军 房楚鹏 三江镇中心小学 

亚军 李成 顺德希望小学 

季军 房美娜 三江镇中心小学 

优异 
邓皓谦 三江镇中心小学 

黎语馨 三江镇中心小学 

入围 

张浩茗 三江镇中心小学 廖展鸿 三江镇中心小学 

潘樱柠 三江镇中心小学 罗满 三江镇中心小学 

李德永 三江镇中心小学 沈慧琪 三江镇中心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三江镇中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