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消費文化考察」組別 

得獎名單 

 
二十週年消費文化大獎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二十週年 

消費文化大獎 
2035420654 十年（由八達通到電子消費）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二十週年 

消費文化大獎 

──優異作品獎 

2030910108 你在玩甚麼？？ 聖保祿中學 

2031910235 從年代中看有/沒有兄弟姊妹如何 

影響我們的消費 
華英中學 

2030220017  「足」「理」生日……快樂？ 聖士提反堂中學 

2032120267  足印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2004420558  你會點揀？ 協恩中學 

 
高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冠軍 2002620309 在消費社會中窺見包容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亞軍 2035420654 十年（由八達通到電子消費）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季軍 2030220017 「足」「理」生日……快樂？ 聖士提反堂中學 

傑出作品獎 2032120267 足印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2007620759 生活與消費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優異作品獎 2005120633 廣告，全部都是廣告~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最佳選題獎 2002420296 一屋陌生人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優異選題獎 2002620309 在消費社會中窺見包容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2005120633 廣告，全部都是廣告~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2007620759 生活與消費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特別推介獎 

──生活實驗 
2005820713 雨神同行 佛教大雄中學 

推介作品獎 2004420558 你會點揀？ 協恩中學 

嘉許作品獎 2031020139 真正的消費 文理書院（香港） 

 2035420653 跨代「還」保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2036820735 盜亦有道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2006420999 下一站‧擊塑 北角協同中學 

特別嘉許獎 2032520300 一票難求 聖公會陳融中學 

 2003020341 「茶」出「珍」相 啟思中學 

 2033920498 購‧思 觀塘官立中學 

特別嘉許 2030720094 蒲公英之戀 五旬節中學 

（選題）獎 2031220175 「消費」街頭 南屯門官立中學 

 2001520208 論武器的重要性 基督教四方福音會深培中學 

 2036820739 與你同行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2036820742 紫蟹三餐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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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10142 你在麥記吃到了什麼？ 中華基金中學 

亞軍 2030910105 當生命貼上價錢牌 聖保祿中學 

季軍 
2004510559 

消費模式轉變 世代大不同？之  

所謂的環保？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傑出作品獎 2030910108 你在玩甚麼？？ 聖保祿中學 

2032110266 二手拍賣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最佳選題獎 2030910105 當生命貼上價錢牌 聖保祿中學 

優異選題獎 
2031910235 

從年代中看有/沒有兄弟姊妹如何影

響我們的消費 
華英中學 

 2035410649 跨世代洗澡消費文化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特別推介獎 

──生活實驗 
2001110144 視障 = 消費障？ 中華基金中學 

推介作品獎 
2001110145 

冰室的前世今生：感性的身份認同

與消費文化 
中華基金中學 

2032110265 那不見的童年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2035410648 「燭」您生辰快樂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嘉許作品獎 2030210011 人情冷暖 聖士提反堂中學 

 2031210161 健全VS傷殘 南屯門官立中學 

 2031910237 社區變化 ─ 消費文化 華英中學 

 2031910239 消費的衝動 華英中學 

 2003410480 追「瘋」者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2006710732 點解後生仔要買貴嘢？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特別嘉許獎 
2001710217 

沒有銀包的日子 ─ 香港開始邁向

電子貨幣新世代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2031310178 Vitasoy muy expensivo canteen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2033310995 不吃垃圾食物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特別嘉許 2000310019 你今日飲咗未？ 迦密中學 

（選題）獎 2031910233 我地係咪敗家仔？ 華英中學 

 2032510305 女人究竟貪不貪靚 聖公會陳融中學 

 2032810312 罐頭的自白 佛教黃鳳翎中學 

 2033310351 今昔家務大發現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2034010505 To Bring OR Not To Bring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2007310756 不通則痛，通則更痛 九龍真光中學 

 



 

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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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520729 自動廢物分類系統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最佳實踐獎 2054120519 自行斟酌 真光女書院 

最創新意念獎 2056520729 自動廢物分類系統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最佳表達方式獎 2055720712 cARndle 港大同學會書院 

優異作品獎 2052720310 膠樽回收手動壓縮器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2054120514 充氣環保鞋袋 真光女書院 

2054820627 智能環保飲管套裝 聖保羅書院 

2055720711 變型飲管 港大同學會書院 

2056120719 學校節能的反思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嘉許作品獎 2054120513 「消費有道」APP 真光女書院 

2054120520 回收清潔器 真光女書院 

2054720592 環保販賣機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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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310291 虛擬e(衣)世界 德蘭中學 

最創新意念獎 2057410757 學校飯盒「走塑」的可行性研究 聖公會李炳中學 

最佳實踐獎 

最佳表達方式獎 
2052310291 虛擬e(衣)世界 德蘭中學 

優異作品獎 2053810489 舊手機的再用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56310721 智能再用吸濕盒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嘉許作品獎 2052310293 走塑：可分解飲管 德蘭中學 

2053810490 太陽能動力車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