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消費文化考察」組別 

得獎名單 

 
高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冠軍 1901920080 苦找索？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亞軍 1906320453 食物保存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季軍 1904620370 憶舊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傑出作品獎 1902120115 簡藝 深培中學 

 1932410156 說好的環保呢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1902720198 食個飯啫，搞咁多野…… 佛教大雄中學 

最佳選題獎 1930220004 「消」‧「春」‧「計」 聖士提反堂中學 

 1934020352 「途」家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優異選題獎 1930820045 讀書為咩？ 聖公會陳融中學 

 1902120115 簡藝 深培中學 

 1933020240 寓「買」於「樂」 南屯門官立中學 

特別推介獎 

──搜證 
1902920205 「坐」又為難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推介作品獎 1936920483 情‧意‧結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嘉許作品獎 1930820054 你今日帶咗盒未？ 聖公會陳融中學 

 1933020248 「平野冇好野？」 南屯門官立中學 

 1904420363 唔洗急，最緊要快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905620435 父母如何選奶粉？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1903720312 今昔識金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特別嘉許獎 1901320069 淘寶2.0？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1901620076 明哲保身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1902920204 「課」IN LOVE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1933020242 睇到睇唔到？係咪靠彩數！ 南屯門官立中學 

 1936920484 信者奪星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1907920763 十日消費談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特別嘉許 1900120003 誰偷走了我的金錢 華英中學 

（選題）獎 1901020057 光棍被搵笨？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1901820079 不能觸碰的美麗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1937020494 極大的嘴唇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1938220819 它的名字 五旬節中學 

 

 



第十九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消費文化考察」組別 

得獎名單 

 
初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冠軍 1905710436 一見「桶」情 迦密中學 

亞軍 1905610434 女性眼中的男性消費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季軍 1930210010 視障者的媒介使用 聖士提反堂中學 

優異作品獎 1937510564 我瞞的世界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最佳選題獎 1932410152 不能見光的消費！？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優異選題獎 1905610434 女性眼中的男性消費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1905710436 一見「桶」情 迦密中學 

 1937510563 忙記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1937510564 我瞞的世界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推介作品獎 1901510073 電子產品：用錢買健康？ 中華基金中學 

 1932410154 湮裳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嘉許作品獎 1904910375 買得快，好世界? 裘錦秋中學（元朗） 

 1936110441 《潮流教主》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1937210511 「收」‧「據」？ 聖保祿中學 

 1937510561 減「費」大作戰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1938110793 有無食晒？ 佛教黃鳳翎中學 

特別嘉許獎 1933010207 『想』‧『需』「要」的平衡 南屯門官立中學 

 1933210278 尋找失落的味道─香港街頭小食 高主教書院 

 1904910373 廣告咁講你信唔信？ 裘錦秋中學（元朗） 

 
1935010382 

Shopping between online shop and 

retail shop 
基督教崇真中學 

 1937210505 你今日飲咗未？ 聖保祿中學 

 1937510556 Made in ……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1938110795 髮理何在？ 佛教黃鳳翎中學 

特別嘉許 1901110060 共享戰 元朗公立中學 

（選題）獎 1902310119 戀與俾錢人 德雅中學 

 1903310282 消費小動作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1903510288 開卷有益？ 粉嶺救恩書院 

 1907310534 好吃？懶做？ 王肇枝中學 

 
1937510560 

食肆冷氣 = 被投訴 + 浪費 + 只為

客人服務？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第十九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組別 

得獎名單 

 
高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最卓越設計獎 

 
1954220360 

Freshness Maintaining Safe(FMS) 

無電保鮮器 
港大同學會書院 

最佳實踐獎 1956320454 食物保存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最創新意念獎 
1954220360 

Freshness Maintaining Safe(FMS) 

無電保鮮器 
港大同學會書院 

最佳表達方式獎 1956320454 食物保存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1952520164 

Carbon Soot-made Ink: Best Thing 

You'll Ever "C" 
真光女書院 

優異作品獎 1952820199 全天候太陽能輪椅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嘉許作品獎 1950920056 環保水寶寶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1952520160 香港即棄文化 真光女書院 

 1952520161 電子禮物盒 真光女書院 

 1952520162 有機化妝品 真光女書院 

 1954320362 綠色消費 張祝珊英文中學 

 1957620616 共享膠杯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初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最卓越設計獎 1950410024 智能食物管理系統 德蘭中學 

最佳實踐獎 1956610457 為左食，你可以去到幾「盡」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最創新意念獎 1952810201 環保雪條把手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最佳表達方式獎 1956610457 為左食，你可以去到幾「盡」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優異作品獎 1954910380 有你冇你, 「膠」你是否環保? 裘錦秋中學（元朗） 

 
1955810437 

The Conscious - Smart BYOC Retail 

Store and Mobile Application 
德望學校 

嘉許作品獎 1952810203 尋電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1954910378 可持續消費真人SHOW 裘錦秋中學（元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