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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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五五屆屆徵徵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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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五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的評審工作已於五

月底順利舉行，感謝各界的參與和推動。經評判審慎甄選後，已選出各組別的優勝作品，各得獎者將於七月

底前獲專函通知頒獎詳情。 

 
如有任何垂詢，歡迎電郵至 doris.chan@hkqaa.org 或致電 (852) 2202 9303 與本局企業傳訊組陳小姐聯絡。 

 
香港區各組得獎名單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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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昱靜 德望學校 冠軍 黃芷瑩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亞軍 陳嘉兒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亞軍 陳映澄 德望學校 

季軍 陳明慧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季軍 王鍶鍶 筲箕灣官立中學 

優異 

盧敏敏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優異 

何應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綺含 萬鈞伯裘書院 黃學易 荃灣聖芳濟中學 

陸弘軒 鄧鏡波學校 黃詩惠 香島中學 

入圍 

鍾展康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

中學 

入圍 

何嘉慧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李懿婷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陳露 德雅中學 

胡亦心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嚴芷琳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馮焯盈 聖嘉勒女書院 吳思霖 梁式芝書院 

陳露 屯門官立中學 林美恩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伍荌僑 德望學校 巫貞瑩 葵涌循道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萬鈞伯裘書院 

          

徵文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 

冠軍 區淳恩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亞軍 張晞敏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季軍 郭成宙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優異 

曾柯華 佐敦道官立小學 

林瑾濠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林嘉悦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入圍 

張子晴 曾梅千禧學校 龍卓昀 九龍塘官立小學 

劉冰清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蔡璦冰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莫椅臣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劉翰銘 育賢學校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mailto:9111或電郵至hkqaa.mkt@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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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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婉瀅 王肇枝中學 冠軍 陳樂融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亞軍 
黃梓聰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亞軍 
杜董兒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

學 

季軍 
黎羽芩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

中學 
季軍 

梁樂晴 
民生書院 

優異 

李嘉駿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

輝中小學 

優異 

范欣琳 
五育中學 

左恩睿 
五育中學 

胡玥忻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溫子賢 華英中學 胡予心 民生書院 

入圍 

曾柏朗 華英中學 

入圍 

顏士凡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劉心悅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羅苗欣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李翊琳 荔景天主教中學 徐欣雨 五育中學 

左庭睿 五育中學 王雨菲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歐鎧儀 五育中學 譚欣桐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梁芷柔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

輝中學 李子萌 
五育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張祝珊英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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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芊仴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冠軍 鄭洛蘊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亞軍 麥善娸 民生書院小學 亞軍 陳柏汧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季軍 郭宇軒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季軍 林旻叡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優異 

張讚珈 九龍塘官立小學 

優異 

郭敬昊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畢鈞妍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黃偲桐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譚雅盈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梁梓熙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小學 

入圍  

蔡詩悅 聖安多尼學校 

入圍 

陳哲信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王善如 拔萃女小學 黃心柔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蕭珀承 九龍塘宣道小學 黎溢朗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傅浩雯 黃埔宣道小學 朱皚駿 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譚靖怡 瑪利曼小學 林悠熙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郭鈺熹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黎芷悠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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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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婷婷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亞軍 呂雅柔 新界喇沙中學 

季軍 鍾穎汶 粉嶺救恩書院 

優異 

鄭梓軒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林安 聖保祿學校 

黃學梅 九龍工業學校 

入圍 

陳添懿 粉嶺救恩書院 吳慮 聖士提反書院 

陳俊傑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梁鋭聰 九龍工業學校 

劉咏聰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夏樂怡 聖傑靈女子中學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粉嶺救恩書院 

 
 

攝影比賽獲獎同學名單（小學）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冠軍 楊紫晴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亞軍 胡亦飛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季軍 馮瑋恒 亞斯理衞理小學 

優異 

蔡文茜 保良局陳溢小學 

黃柏鋒 柴灣角灣天主教小學 

楊天朗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入圍 

韓佳晉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孫銘闊 保良局陳溢小學 

魏然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

安夫人千禧小學 曾立信 
喇沙小學 

譚梓朗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鍾嘉謙 道教青松小學 （湖景邨）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亞斯理衞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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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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名稱 組別 

冠

軍 
《平等》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盧君宜（編劇、剪接、演員） 姜鎧蕎（演員、場務） 

李昕霖（演員、場務） 樊妙妙（拍攝、場務） 

區希澄（演員、場務） 劉佩君（演員、場務） 

吳宛聰（演員、場務）  

亞

軍 
《「衞」「食」偵探》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張德權（導演及編劇） 陳思茵（美術） 

馮以澤（副導演） 林彤（美術） 

亞文（製片、場務及後製） 陳亮生（燈光） 

王笑風（收音及後製） 黃梓然（美術） 

謝志軒（攝影）  

季

軍 
《學會體諒，提防欺凌》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劉浩銘（攝影、導演） 羅青怡（攝影） 

楊譽（演員） 鄧映沛（編劇） 

林蔓桐（攝影）  

優

異 

《wealth disparity》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陳玟希（Editing） 覃凱蔚（DV） 

翁晞瑤（DV） 劉元暢（DV） 

林穎彤（Narrative）  

《理想家園》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何思穎（演員、編劇） 陳洵玲（編劇、道具設計） 

陳樂潼（導演、剪輯） 梁卓姿（編劇、道具設計） 

《保護環境 邁向理想家

園》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曉穎（演員） 梁子盈（演員） 

歐陽子晴（拍攝、剪輯）  

入

圍 

《互助互愛 理想家園》 

聖傑靈女子中學 

王柏晴（剪接、演出） 曾家雯（演出） 

殷雪晴（演出）  

《我的理想家園》 
九龍工業學校 

潘翠瑩（拍攝、 配音） 周凱茵（劇本） 

《Vivienne 的蛻變》 

聖傑靈女子中學 

劉可欣（主演、配音、編劇） 司徒靜雯（導演、拍攝、演員） 

沙曉（編劇、剪輯、演員） 謝樂垚（編劇、導演、演員） 

《走出「歧」途》 

香港神託會主辦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潘悅希（演員、編劇、監製） 楊溢彤（演員、指導、總務） 

陳彥穎（演員、錄音） 王珈麗（拍攝、指導、導演） 

黃心悠（演員、導演）  

《理想家園--觀塘的光與

影》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昭儀（旁白、影片剪輯、影子戲

道具） 

李珈希（旁白、影片剪輯、影子戲道

具） 

冼曉姸（影片剪輯、拍攝） 蘇嬅欣（影片剪輯、拍攝） 

《綠色平中》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蘇本立（攝影、導演、場務、剪

接） 

朱文皓（演員） 

https://youtu.be/lM3X4UwkW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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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悅霖（自編自導自演自剪、場

務） 

司徒煒鋒（場務、攝影） 

黃翹鋒（演員、攝影、場務、剪

接） 

李紫盈（演員）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免責聲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為本項目的協辦機構，並提供協助，向學校宣傳及推廣。在本刊物／活動內（或由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

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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