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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大專「運輸與物流學術交流」學藝比賽
暨第二十屆香港運輸物流學會中學生徵文比賽

多元化題目 關注社會發展 加深對業界認識

為一九九七年起開始舉辦大專「運輸與物流學術交流」學藝比賽，今年比賽由七隊來自本地大學及大專院
增加學生對運輸及物流業的認識，並鼓勵他們投身相關行業，香港運輸物流學會（CILTHK）由

校的隊伍競逐，今屆冠軍由香港大學的Fonda Maydeline、Febrina Audrey、Malik Ferrari Vegas Malik、Park
Joon Sung及Amin Jawad組成的隊伍奪得。同時間，中學生徵文比賽今年也踏入第二十屆，今次比賽收到來
自超過二十間中學，逾一百三十份來稿。

加入新興議題 選題貼近時事

由香港運輸物流學會主辦的大專「運輸與物流學術交流」學藝比
賽，旨在提高學生對物流和運輸業的興趣。參賽隊伍會以抽籤方式抽

徵文比賽目的是讓中

取題目，就有關題目進行分析及準備報告，比賽過程每隊有十分鐘演

學生能加深對運輸物流業

示報告。在小組匯報後，評審團就參賽者對題目的理解、分析及提出

界的認識，香港運輸物流

的解決方案而作出提問，同學需即時作出闡述及解答問題，最後評選

學會學生活動小組委員會

出冠軍。

主席潘偉堅先生表示，在
選題方面會貼近時事及較

實力旗鼓相當 競爭激烈
學藝比賽評審團依據參賽

讓學生較容易找到資料，

隊伍對題目的認知、分析、方

並提出具創意的見解。而

案可行性、演講技巧及團隊合

學藝比賽參賽者為運輸及

作等五大方面評分。由於每個
隊伍抽取的題目不同，香港運
輸物流學會副會長梁啟元博士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副會長梁啟元博士
工程師

生活化，不會太過艱深，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學生活動小組委員會主
席潘偉堅先生（左）及教育及訓練委員會副
主席黃秀貞女士（右）

對行業已有基礎了解，因
此題目會較艱難，涵蓋物

流、運輸，本港及國際問題等方面，讓題目更多元化。香港運輸物流

的題目都有很好的洞察力和觀

學會教育及訓練委員會副主席黃秀貞女士指：「在訂立題目時，委員

點，隊伍之間競爭非常激烈。

會揀選與社會及時事有關的主題外，亦會加入新興議題，例如奧運、

而問答環節中可以看到同學們

電動車的研究等，讓學生在資料搜集的同時，認識到行業內的不同

的臨場應對技巧、思考靈活

範疇。」

校，評分準則均以表現為基礎，以確保整個評分過程公平公正。

潛能。因此，學會透過「第二十

運效率等方面作出分析並提出建議 ，最後勝出比賽。

屆香港運輸物流學會中學生徵文

其他比賽的題目與行業及市場現況非常貼近，例如共享經濟、改

比賽」，希望能藉此提高學生對

善倉庫空間、本港自動駕駛、疫情期間甲板貨物存儲等。各團隊表現

物流與運輸行業的興趣。評審團

他們的研究均經過認証及分析，從而提出解決方案。 梁副會長建議來

由八位大專院校講師和運輸及物

屆有興趣參賽的學生可以先了解業內及市場情況，再深入探討並研究

流業界代表組成，經過首輪及次

一些感興趣的項目，多留意潛在關鍵問題。

輪的嚴格審核，最終選出優勝及
傑出作品。
這次比賽獲邀擔任首輪評審
委員的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

肯定我們的能力。另
外，我們想感謝老師的
幫助，協助我們訂立寫作方向，讓我們能按照組員能力分工，於
搜集及整合資料、撰寫文章、校對等過程亦能合作無間，順利完
成文章。由於這篇參賽作品是三人努力的成果，所以我們從中學
到合作及溝通技巧，在資料搜集過程中亦加深對香港物流業的了
解及認識，例如了解到單車亦有專用行李箱配合飛機運輸，才能
送至奧運場地。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專任
講師伍湘畹博士

學系專任講師伍湘畹博士認為，今次參賽同學整體水平雖然較前幾屆

的方法，在訂立大綱後，就會根據每個隊員能力分配工作，亦會通過

參差，但大部分參賽作品的論述及文筆相當不錯。伍博士指出脫穎而

zoom進行模擬演習，鍛練演講技巧，確保在實際比賽時能順利進行。

出的得獎作品均有突出的論點，文筆更具有個人風格。由於今年的題

在比賽當中，他們了解到更多關於跨太平洋物流及航運公司的知識，

目較往年具體，參賽同學需要作詳盡的資料搜集才能撰寫文章，相信

並在短時間內把握如何有效地管理時間，在壓力下完成工作。

在過程中同學亦更了解業界具體運作。

大專學藝比賽評審團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會長

Mr. Mark SLADE

Managing Director, Hong Kong
& Macau, DHL Global
Forwarding (HK) Ltd.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車務營運主管南面網絡

呂幹貽先生

成員

黃志光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署助理
署長/管理及輔助客運

鍾澤文先生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城巴有限公司副主席

2022年大專「運輸與物流學術交流」學藝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

香港大學

亞軍

香港理工大學

季軍

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排名不分先後)

中學生徵文比賽評審團

次輪評審委員

比賽過程中，我們
分別負責找出對航空業
發展的不同建議及解決
方案，再共同討論，訂
立文章主體內容。資料
搜集方面，由於網上有
海量資訊，我們要從中

冠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楊曦、嚴天浩、麥卓軒

亞軍

香港培正中學

談安行、劉海晴、劉智恩

季軍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朗晴、陳曦晴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陳鴻楓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陸子聰

旅，乘客能飽覽本港美景等，新奇又有趣的推廣讓我們大開眼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鄭佳燁

界。這次比賽讓我們的寫作技巧、文章結構及溝通技巧等方面亦

沙田蘇浙公學

周汶錡

有所提升。

優異獎

(排名不分先後)

中文高級組
冠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譚嘉慧、周家欣

亞軍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偉濤、林爍

季軍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姵甄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朱宬進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陳嘉鑫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傅習恒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吳海藍、袁天欣

優異獎

(排名不分先後)

選取合適的材料再作分
析及討論，才能善用資料。疫情期間，航空業面對很大挑戰，不
少航空公司提出有趣的推廣策略，例如日本有航空公司借出停機
坪予公眾拍攝婚紗照片留念；本地航空公司推出環港遊空中之

英文初級組冠軍

題目：What are the future and challenges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Hong Kong?
陳恩祈
（協恩中學）
偶然我在學校的比
賽資訊欄上見到本徵文
比賽，便抱着志在參與

英文初級組

的心態參加。這次得獎

冠軍

協恩中學

陳恩祈

亞軍

拔萃女書院

鍾郗芠

要多謝主辦單位頒發此

季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陳諾頤

獎項、英文老師的提點及家人的支持。這次比賽讓我對議題有更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胡樂怡、黃志欣、曾世傑

深認識，我透過運輸處的數據、網上資料、資助計劃等，了解到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李思齊

電動車將會於未來成為大趨勢，並有機會取代汽油車，但本港若

聖若瑟書院

LU Ho Hin Jastin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關皓欣

伍湘畹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專任講師

鄒陳惠儀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中國語文教學中心專任導師

鄭進雄博士

物流和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總監(研究和技術開發)

戴錫崑博士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
國際學院工商管理學部副教授

冠軍

德望學校

LEE Ping Yi Grace

何紹忠先生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監事長

亞軍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趙凱敏、黃芷萱

李文英博士

Postdoctoral Fello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季軍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薛寶昕
彭惠思

曾濠生先生

Director, Business Consulting,
InnoBiz Ltd.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
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鄭雅媛

葉漢修先生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策略客戶
經理

聖若瑟書院

NG Hin Lok

聖若瑟書院

YIP Hei Hayden

首輪評審委員

題目：疫情影響下航空客運服務受到嚴重打擊，如何
解決過剩的運力？
譚嘉慧、周家欣（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中文初級組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

中文高級組冠軍

第二十屆香港運輸物流學會中學生徵文比賽得獎名單

香港中文大學

優異獎

努力準備比賽 ，因此很
開心能得到這個獎項，

揮了重要作用。在準備報告時，他們集思廣益想出了各種解決問題

方平博士工程師

一定困難，但我們更加

題目發表見解，同時亦能提高他

該擁有其專屬貨櫃碼頭。他們的演示報告從政府政策、商業戰略及營

主席評判

疫情期間，我們需
要透過網絡會議討論準

徵文比賽鼓勵中學生就不同
們的寫作水平、分析技巧及創意

今屆冠軍隊伍香港大學代表學生認為，團隊合作在比賽過程中發

題目：就東京奧運單車比賽項目，試述參賽單車如何
安全運抵會場。
楊曦、嚴天浩及麥卓軒（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備比賽文章，雖然遇上

這次冠軍隊伍來自香港大學，他們的題目是討論船運公司是否應

團體合作是致勝關鍵

中文初級組冠軍

徵文比賽 助了解業界具體運作

度。在整個比賽過程中，評審
無從知悉參賽隊伍的代表院

得獎者心聲

/或物流學科的大專學生，

工程師認為，參賽學生對各自

性、敏捷度及對題目的理解程

■冠軍隊伍香港大學代表由學會副會長梁啟元博士工程師（左一）接過獎盃

優異獎

(排名不分先後)

英文高級組

優異獎

(排名不分先後)

實屬意外收穫，同時亦

要提升電動車的使用率，仍要面對不少問題及挑戰，例如泊車位
數量、充電安排等。

英文高級組冠軍

題目：What mode would you suggest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s
(LSPs) to retain her leading and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logistics service?
LEE Ping Yi Grace
（德望學校）
我對寫作較有興
趣，在看過參賽題目
後，認為題目有發揮空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簡介（CILTHK 網址：https://www.cilt.org.hk/）
運輸物流學會（CILT）（網址：https://www.

的客運和貨運。香港學會由約1,900會員組成，涵蓋多個不同行

ciltinternational.org/）是一國際性的非牟利專業組織，現時超過

業，包括海陸空的客運和貨運，當中有資深行政人員、政府公務

30個分會，全球超過35,000名會員，遍布100多個國家及地區。

員、公私營機構及顧問公司的專業人士。學會定期為會員舉辦專

學會1919年在英國成立，1926年獲頒皇家特許狀，香港分會則

業認可計劃及活動，例如研討會、論壇、大型會議、參觀活動及

於1968年成立。學會成立宗旨是推廣及提升供應鏈、物流以及運

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並制定及推行專業守則，確保並維護業內的

輸等各範疇的科學及技術。學會涵蓋多個不同行業，包括海陸空

專業水平。

間，所以便決定參加本
徵文比賽，很高興能夠
得獎。在準備文章時，
我花了不少時間解題，後來經過老師的指導及資料搜集後，我才
能定立寫作方向。一開始我對運輸及物流業的認識不多，在資料
搜集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原來物流業有不同層面的服務提供者，
更了解到香港及內地如何協調讓物流業的運作更暢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