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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參加作品名單

消費文化考察組別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參加組別 

1900120001 一雙手 高級組 

1900120002 棄。巨 高級組 

1900120003 誰偷走了我的金錢 高級組 

1930220004 「消」‧��「春」‧��「計」�� 高級組 

1930210005 工作與娛樂 初級組 

1930210006 毒男消費 初級組 

1930210007 以物換物 初級組 

1930210008 青年人的零用錢是否足夠 初級組 

1930210009 筆記？不記？ 初級組 

1930210010 視障者的媒介使用 初級組 

1930210011 流行游戲 初級組 

1930210012 不同年齡階層的人對潮流的觀念 初級組 

1930210013 衛生巾 初級組 

1930210014 網購大揭秘！ 初級組 

1930210015 街頭小吃 初級組 

1930210016 關愛成恐懼 初級組 

1930210017 孖生兄弟/姊妹的消費方式 初級組 

1930320018 如果過度消費就… 高級組 

1930320019 放蕩不羈的欲望 高級組 

1930320020 需要？不需要？ 高級組 

1930320021 自信心大作戰 高級組 

1930320022 幸福 高級組 

1930320023 安全套擺放知多少 高級組 

1900520025 一席難求 高級組 

1930620026 韓風的威力 高級組 

1930620027 補習風，補習瘋 高級組 

1930620028 網上的消費新主義 高級組 

1930620029 告別肥胖的祕密 高級組 

1930620030 超級市場與傳統市場有何分別？ 高級組 

1930620031 補習社有用嗎？ 高級組 

1930620032 長髮飄飄 高級組 

1930620033 骨灰龕位有價有市？ 高級組 

1930620034 香港青少年使用網購會導致過度消費? 高級組 

1930620035 咪做大嘥鬼 高級組 

1930720036 食藥 高級組 

1930720037 消費後的副產品 高級組 

1930720038 因為包？ 高級組 

1930720039 生活豪華團 高級組 

1930720040 期望愈高就愈抵 高級組 

1930720041 不完整的午餐 高級組 

1930720042 待定 高級組 

1930820043 何苦呢？ 高級組 

1930820044 交往應由誰消費？ 高級組 

1930820045 讀書為咩？ 高級組 

1930820046 教育消費 高級組 

1930820047 購買慾 高級組 

1930820048 消費文化報告 高級組 

1930820049 地方市民需要交通改善 高級組 

1930820050 圓滿的死亡 高級組 

1930820051 不變的年貨 高級組 

1930820052 金錢堆砌而成的外貌 高級組 

1930820053 消費者的責任 高級組 

1930820054 你今日帶咗盒未？ 高級組 

1900920055 蠢蠢「浴」動 高級組 
1901020057 光棍被搵笨？ 高級組 

1901120058 「美女」 高級組 

1901110059 心靈的滿足 初級組 

1901110060 共享戰 初級組 

1901110061 跨世代去shopping 初級組 

1901110062 巧克力的故事 初級組 

1901220064 韓「消」 高級組 

1901220065 「惘」購 高級組 

1901220066 偽文青 高級組 

1901220067 「佳」頭小食 高級組 

1901220068 跟風「瘋」 高級組 

1901320069 淘寶2.0？ 高級組



          

   

 

 

         

   

 

      

       

       

     

     

   

       

       

    

    

    

 

   

    

     

     

    

1901320070 我吃蘋果，我快樂？ 高級組 

1901420071 譚仔文化 高級組 

1901410072 網購定妄購? 初級組 

1901510073 電子產品：用錢買健康？ 初級組 

1901510074 
Expenditure analysis of elderly living in Siu Sai Wan : Does the 

community cater their needs?
初級組 

1901620075 綠色牛奶 高級組 

1901620076 明哲保身 高級組 

1901620077 Foodie Culture 高級組 

1901720078 校園內你所不知道的消費行為(暫定) 高級組 

1901820079 不能觸碰的美麗 高級組 

1901920080 苦找索？ 高級組 

1932010081 Coffee Culture 初級組 

1932010082 Apple V.S. Samsung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companies 初級組 

1932010083 Electric Cars - An Upgraded Technology 初級組 

1932010084 Online Shopping 初級組 

1932010085 Comparing different kinds of mobile phones that people use 初級組 

1932010086 Apple or Samsung? An investigation on mobile phone 初級組 

1932010087 An Investigation on how people choose mobile phone? 初級組 

1932010088 Video game culture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2010089 Food consumer culture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2010090 Clothing Brands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2010091 Will Online shopping ever replaced real life shopping? 初級組 

1932010092 Do HK people prefer online shopping in stores? 初級組 

1932010093 Shoe's globalisation 初級組 

1932010094 Coffee culture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2010095 Coffee culture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2010096 為甚麼要買貴波鞋 初級組 

1932010097 The trend of mobile game 初級組 

1932010098 Online Shopping 初級組 

1932010099 香港人最喜歡的網上購物平台 初級組 

1932010100 Globalization of Online Shopping 初級組 

1932010101 How people choose mobile phone? 初級組 

1932010102 Compare online shopping and walk-in shopping 初級組 

1932010103 香港女性對化妝品品牌的選擇 初級組 

1932010104 甚麼是遊戲潮流？ 初級組 

1932010105 網上購物和商場購物的分別 初級組 

1932010106 探討年青人花費於電子遊戲上？ 初級組 

1932010107
有關一年花費多少金錢在購買電子產品(電視、電話、平板電腦等

等)
初級組 

1932010108 青少年對手機的消費 初級組 

1932010109 新不如舊 初級組 

1932010110 購買奢侈品的平均消費？ 初級組 

1932010111 老是「九十九」 初級組 

1932010112 彼此比錢 初級組 

1932010113 飲料災難 初級組 

1932010114 淘寶好定壞 初級組 

1902120115 簡藝 高級組 

1902310117 夠鐘走塑 初級組 

1902310118 千奇百怪之你頂唔頂得順？ 初級組 

1902310119 戀與俾錢人 初級組 

1932410120 代‧「玩」者 初級組 

1932410121 我的收藏庫 初級組 

1932410122 服裝秀 初級組 

1932410123 興趣班——有益身心？ 初級組 

1932410124 消失的課金 初級組 

1932410125 潮流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the trend toy 初級組 

1932410126 網上消費的黑洞 初級組 

1932410127 不速之客 初級組 

1932410128 男女消費大不同 初級組 

1932410129 零用錢去 邊 初級組 

1932410130 買手信的心理 初級組 

1932410131 非理性消費 初級組 

1932410132 明日派對室 初級組 

1932410133 消「夜」方程式 初級組 

1932410134 HOW TEENAGERS SPEND THEIR MONEY 初級組 

1932410135 自「金」墮落 初級組 

1932410136 課外活動，活動礙課？ 初級組 

1932410137 向現實低頭 初級組



   

 

 

 

      

 

  

    

 

 

 

  

1932410138 老生常談——鬼 初級組 

1932410139 童年的夢想 初級組 

1932410140 青春期的壓力煲 初級組 

1932410141 ‘Different’ Festivals In The world 初級組 

1932410142 成語對青少年的影響 初級組 

1932410143 時代語變遷 初級組 

1932410144 「興」弟姊妹 初級組 

1932410145 家庭的克星--智能手機 初級組 

1932410146 補習捨? 初級組 

1932410147 學在古今 初級組 

1932410148 怦然心動 初級組 

1932410149 好學生？好老師 初級組 

1932410150 金錢世界 初級組 

1932410151 父母心子女欣? 初級組 

1932410152 不能見光的消費！？ 初級組 

1932410153 共享‧共響 初級組 

1932410154 湮裳 初級組 

1932410155 我以為… 初級組 

1932410156 說好的環保呢 高級組 

1932510165 唧唧復唧唧 初級組 

1932510166 格仔的誘惑 初級組 

1932510167 為甚麼人們喜歡到西九? 初級組 

1932510168 為何Slime這麽受年青人歡迎 初級組 

1932510169 做功課? 畫畫啦! 初級組 

1932510170 Taobao Culture 初級組 

1932510171 Muji 「奴」 初級組 

1932510172 星「品」 初級組 

1932510173 部析日本品牌「無印良品」成功之處 初級組 

1932510174 香港街頭小吃之消費文化研究 初級組 

1932510175 青少年的網購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2510176 潮流玩意「鬼口水」風靡青少年之研究 初級組 

1932510177 Study about Disney products or related products / services 初級組 

1932510178 探討社交媒體上網店的興起 初級組 

1932510179 研究本地農產品的發展趨勢 初級組 

1932510180 探討日本零食在香港流行之原因 初級組 

1932510181 Muji 的fans 初級組 

1932510182 Game Stored Value 初級組 

1932510183 日本文具的引力? 初級組 

1932510184 Muji ? Pilot? Pentel? Uni? 初級組 

1932510185 Squishy的誘惑 初級組 

1932510186 麥當「奴」 初級組 

1932510187 鬼口水,消費??? 初級組 

1932510188 為何青少年熱愛網上購物? 初級組 

1932510189 街頭飲品 初級組 

1932510190 雪糕 初級組 

1932510191 Consignment Shop 初級組 

1932510192 slime 初級組 

1932510193 淘寶 初級組 

1932510194 主題CAFÉ 初級組 

1932510195 迪士尼 初級組 

1932510196 iPhone 初級組 

1902620197 進一步，退一步？ 高級組 

1902720198 食個飯啫，搞咁多野…… 高級組 

1902920204 「課」IN LOVE 高級組 

1902920205 「坐」又為難 高級組 

1902910206 《來自星星的「你」》 初級組 

1933010207 『想』‧『需』「要」的平衡 初級組 

1933010208 港女的消費$$$ 初級組 

1933010209 金錢樂 初級組 

1933010210 店員的態度會否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意欲 初級組 

1933010211 錯誤的選擇 初級組 

1933010212 身外物重要嗎? 初級組 

1933010213 氪金 初級組 

1933010214 旅行消費(旅行玩家) 初級組 

1933010215 便利店與超級市場的比較 初級組 

1933010216 「麥」價格 初級組 

1933010217 消費者的選擇：實體購物VS網上購物 初級組 

1933010218 「妄」購 VS 現實 初級組 

1933010219 「淘寶之生存法則」 初級組



 

      

      

 

 

 

 

   

  

   

 

 

     

        

1933010220 為phone 而瘋? 初級組 

1933010221 如何理性地運用金錢 初級組 

1933010222 網上消費 初級組 

1933010223 中學生的零用錢 初級組 

1933010224 到此一遊 初級組 

1933010225 請在此輸入「題目」 初級組 

1933010226 「愚」樂 初級組 

1933010227 香港中學生的午餐消費文化報告 初級組 

1933010228 網上購物 初級組 

1933010229 早餐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3010230 善長人翁 初級組 

1933010231 化妝品 初級組 

1933010232 女中學生午膳消費文化報告 初級組 

1933010233 吸引消費者的因素 初級組 

1933010234 旅遊文化消費 初級組 

1933010235 綠色消費 初級組 

1933010236 精「名」眼 初級組 

1933010237 心電感應 初級組 

1933010238 青少年的理財觀念 初級組 

1933010239 購物狂 初級組 

1933020240 寓「買」於「樂」 高級組 

1933020241 那些年…我哋洗咗都唔知嘅嘢 高級組 

1933020242 睇到睇唔到？係咪靠彩數！ 高級組 

1933020243 環保衛生巾 高級組 

1933020244 誰是重要 高級組 

1933020245 心意●新意 高級組 

1933020246 所「知」在遠道 高級組 

1933020247 Phone 暴 高級組 

1933020248 「平野冇好野？」 高級組 

1933020249 探討網上購買「法寶」的原因 高級組 

1933020250 探討屯門區消費行為與地域距離關係 高級組 

1933020251 青少年過度消費 高級組 

1933020252 青少年運動員的消費模式 高級組 

1933020253 大陸人入港 高級組 

1933020254 共享熱潮 高級組 

1903110255 澳門文化 初級組 

1903110256 麥當奴及肯德基在市場上的人氣比較 初級組 

1933210257 Purchasing behavior of people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3210258 Purchasing behavior of people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3210259 Spending behaviours 初級組 

1933210260 Consuming behaviours 初級組 

1933210261 L&S Project 初級組 

1933210262 Online Shopping 初級組 

1933210263 手提電話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初級組 

1933210264 遊戲障礙是什麼 初級組 

1933210265 青少年在網絡遊戲中的消費 初級組 

1933210266 聽歌要小心，行路就安心 初級組 

1933210267 文具的困惑 初級組 

1933210268 消費陷阱 初級組 

1933210269 消費的目的和影響 初級組 

1933210270 課金的困惑 初級組 

1933210271 課金 初級組 

1933210272 Shopping habit of parents 初級組 

1933210273 Advertisement Now vs Then 初級組 

1933210274 網上消費 初級組 

193321027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Consumption 初級組 

1933210276 Online Shopping 初級組 

1933210277 娛樂‧「愚」樂 初級組 

1933210278 尋找失落的味道─香港街頭小食 初級組 

1933210279 科技世界 初級組 

1933210280 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3210281 「寶貴」的「習俗」─補習文化 初級組 

1903310282 消費小動作 初級組 

1903310283 畢業旅行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03310284 香港高中學生對品牌商品的消費需求 初級組 

1903420285 Why is online shopping becoming more popular? 高級組 

1903420286 印花換購計劃對消費者行為的影嚮 高級組 

1903420287 Will you get stuffed toys from crane machines or from stores? 高級組 

1903510288 開卷有益？ 初級組



  

  

     

         

  

  

    

   

    

   

    

          

 

    

       

  

    

    

     

   

         

    

    

        

 

     

     

 

   

   

        

   

   

      

  

  

  

1933610290 轉「機」 初級組 

1933610291 年輕人消費 初級組 

1933610292 手機調查報告 初級組 

1933610293 香港人換手機 初級組 

1933610294 「潮」 初級組 

1933610295 最後悔一次消費經歷 初級組 

1933610296 我們的消費習慣, 很浪費? 初級組 

1933610297 香港人換手機的心態 初級組 

1933610298 巨無霸 初級組 

1933610299 香港人換手機的心態 初級組 

1933610300 香港人買樓心態 初級組 

1933610301 我們的消費習慣, 很浪費嗎? 初級組 

1933610302 最開心的一次消費經歷 初級組 

1933610303 香港人換手機的心態 初級組 

1933610304 Our Spending habit 初級組 

1933610305 Our Spending Habits 初級組 

1933610306 One Of an Happiest Spending Experience 初級組 

1933610307 The Changing of Our Spending Habit When We Grow Up 初級組 

1933610308 Hong Kong Housing 初級組 

1933610309 Our Spending habit 初級組 

1933610310 Housing 初級組 

1933610311 Our One Month Spend Report 初級組 

1903720312 今昔識金 高級組 

1903820313 走膠的生活 高級組 

1903820314 即棄餐具 高級組 

1933920315 The Current Tutorial Trend 高級組 

1933920316 Hong Kong Street Food Culture 高級組 

1933920317 UBER 高級組 

1933920318 Shopping: Real or Virtual? 高級組 

1933920319 Share Housing & "Shared Privacy"? 高級組 

1933920320 網上購物─消費文化勢必轉型? 高級組 

1933920321 
Why Would People Be Attracted to Buy Products That They May 

Not Need?
高級組 

1933920322 Teenagers Purchasing Habit on Virtual Products 高級組 

1933920323 
Bandwagon effect and brand effect on teenagers buying 

smartphone
高級組 

1933920324 Art of Complaining 高級組 

1933920325 Consumption of eSports in Hong Kong 高級組 

1933920326 How Can Sneakers Help Us Run Further? 高級組 

1933920327 90's Generation Housing Problem in Hong Kong 高級組 

1933920328 Adolescents' Pursuit of Branded Shoes 高級組 

1933920329 
The Effect on Hong Kong Consumers by Individual Visit of 

Mainland
高級組 

1933920330 Shop for a Greener Future 高級組 

1933920331 Consumer Culture ─ Online Shopping 高級組 

1933920332 
Investigation of People's Behaviour of the Money Expenditure on 

Mobile Games
高級組 

1933920333 Hypebeast 高級組 

1933920334 Does Shared Economy Work in Hong Kong? 高級組 

1933920335 Pop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Report 高級組 

1933920336 Mobile Payment 高級組 

1933920337 UBER in Hong Kong 高級組 

1933920338 《免費遊戲》真的是免費？ 高級組 

1933920339 Jackpot or Pandora's Box ? 高級組 

1933920340 需要？想要？ 高級組 

1933920341 
The Problem of Micro- transactions in Video Games among HK 

Teenagers
高級組 

1933920342 Online Shopping ─ Clothes 高級組 

1933920343 Teenagers Overspending on Video Games 高級組 

1933920344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Apple Products among Teenagers 高級組 

1933920345 Want to Buy 高級組 

1933920346 Releasing News Items Frequently Business Plans 高級組 

1934020347 健康十識 初級組 

1934020348 「點讀？」三代人的自白 高級組 

1934020349 廢青日常 高級組 

1934020350 「死唔起？」 高級組 

1934020351 一地兩檢的消費權益 高級組 

1934020352 「途」家 高級組 

1934120353 從新舊街市看出弱勢社群的生活問題 高級組 

1934120354 We're loving it 高級組



        

  

     

        

        

 

      

        

     

      

    

        

   

         

 

  

      

     

     

      

        

 

        

 

      

   

          

     

 

   

    

         

       

       

      

     

        

        

  

  

 

       

      

1934120355 杯麵奇緣 高級組 

1934120356 抌錢落網 高級組 

1934120357 物競天擇 高級組 

1934120358 網媒能否推廣本土情懷以幫助老牌食店發展或生存 高級組 

1904320361 新年「燒」費 高級組 

1904420363 唔洗急，最緊要快 高級組 

1934510364 
How chinese and non-chinese celebrate their festival -

International New Year
初級組 

1934510365 The way Filiapions celebrate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4510366 How Nepalese celebrate their national festival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4510367 
Consumer culture : How chinese & non-chinese celebrate 

christmas
初級組 

1934510368 Lose Weight 初級組 

1934510369 課金文化 初級組 

1904620370 憶舊 高級組 

1904710371 繁「簡」之分 初級組 

1904910373 廣告咁講你信唔信？ 初級組 

1904910374 八達通的消費足跡 初級組 

1904910375 買得快，好世界? 初級組 

1904910376 「折」外新知 初級組 

1904910377 這個廉航不太廉?! 初級組 

1935010382 Shopping between online shop and retail shop 初級組 

1935010383 The fun from consuming money in the online APP 初級組 

1935010384 Different between buying things online and instore 初級組 

1935010385 Following The Fashion of Brand Name Products 初級組 

1935010386 Stamp Collection For Exchanging Products 初級組 

1935010387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buying cheap and luxury products 初級組 

1935010388 Luxury Brands VS Normal Brands 初級組 

1935010389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iews of Junior and Senior form 

students towards Student Desks
初級組 

1935010390 Is afternoon tea healthy? 初級組 

1935010391 How do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ink about online shopping? 初級組 

1935010392 Students spending their money in video games 初級組 

1935010393 People’s opinions towards insurance 初級組 

1935010394 How would people buy gaming equipment? 初級組 

1935010395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values between 

generations?
初級組 

1935010396 
What are the balance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xcessive packages?
初級組 

1935010397 
Comparison of habit on consumption between high-income and 

low-income group
初級組 

1935010398 
Comparison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between boys and girls 

(teenagers)
初級組 

1935010399 Is participating in tutorial classes necessary? 初級組 

1935010400 
The reason of teenagers buying something in the game with real 

money
初級組 

1935010401 
How online shopping affect Hong Kong’s consumers 

consumption pattern
初級組 

1935010402 Idols impacts on teenagers’ consumption behaviour 初級組 

1935010403 Why teenager always follow other’s shopping behaviors ? 初級組 

1935010404 Why are people keen on shopping for a free gift 初級組 

1935010405 Why are people addicted to beauty and cosmetic surgery? 初級組 

1935010406 
How would E-payment affect HK people over-consumption 

behaviour
初級組 

1935010407 Comparison between online shopping and traditional shopping 初級組 

1935010408 Real life shopping VS Online shopping 初級組 

1935010409 
Should consumers apply for a VIP membership card for 

shopping?
初級組 

1935010410 Is it a must for students to go to tutorial class? 初級組 

1935010411 KFC VS McDonald’s 初級組 

1935010412 Need or Want? 初級組 

1935010413 Are toys meaningless nowadays? 初級組 

1935010414 Does buffet promote food culture or food waste problem? 初級組 

1935010415 
Do students nowadays prefer online shopping or traditional 

shopping?
初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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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010416 Discuss Hong Kong teenagers’ shopping habit in Taobao 初級組 

1905120417 韓國化妝及美容產品在年青人之間流行的原因 高級組 

1905220418 淘寶是否真的有「寶」？ 高級組 

1935320419 青少年的電影世界 高級組 

1935320420 電競對青少年的影響 高級組 

1935320421 廢青的日與夜 高級組 

1935320422 情人節？愁人節？ 高級組 

1935320423 Consumption behaviours among teens 高級組 

1935320424 Consumption behaviours among teens 高級組 

1935320425 Consumption behaviours among teens 高級組 

1935320426 Consumption behaviours among teens 高級組 

1935320427 Consumption behaviours among teens 高級組 

1935320428 人際消費 高級組 

1935320429 人際消費 高級組 

1935320430 人際消費 高級組 

1935320431 人際消費 高級組 

1905420432 待定 高級組 

1905520433 待定 高級組 

1905610434 女性眼中的男性消費 初級組 

1905620435 父母如何選奶粉？ 高級組 

1905710436 一見「桶」情 初級組 

1905920438 廣告新大陸之網絡廣告 高級組 

1936110440 過度消費 初級組 

1936110441 《潮流教主》 初級組 

1936110442 「中‧餐」 初級組 

1936110443 《皇后的新裝》 初級組 

1936110444 「偶」就是想買 初級組 

1936110445 豆逗斗 初級組 

1936110446 電子支付 初級組 

1936110447 電子支付 初級組 

1936110448 電子支付 初級組 

1936110449 電子支付 初級組 

1936110450 《電子消費》 初級組 

1936110451 電子支付 初級組 

1906220452 排成彩虹的產品呈現方式與產品吸引力的關係 高級組 

1906320453 食物保存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高級組 

1906410455 「消費Mall力」 初級組 

1906510456 淘寶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6710458 瓶裝水－－姐姐與我 初級組 

1936710459 瓶裝水廣告的再思 ─點止水咁簡單 初級組 

1936710460 校內瓶裝水消費 初級組 

1936710461 買 VS不買 ==>年齡 初級組 

1936710462 男女大不同 初級組 

1936710463 瓶裝水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6710464 我同學的消費模式 初級組 

1936710465 消費文化的呈現 初級組 

1936710466 我的消費模式 初級組 

1936710467 大眾的瓶裝水消費態度 初級組 

1936820468 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消費模式 高級組 

1936820469 特許和其他企業消費指數大不同 高級組 

1936820470 付費和免費遊戲大比拼 高級組 

1936820471 化妝品知多少 高級組 

1936810472 拍尖上的商「品」化 初級組 

1936810473 "Bling Bling" Lipstick 初級組 

1936810474 KFC的黑幕 初級組 

1936810475 肯德基和麥當勞的競爭 初級組 

1936810476 環保產品 初級組 

1936810477 令消費者「滿足」的消費 初級組 

1936810478 香港無現金消費的趨勢 初級組 

1936810479 校園交際「暴力」 初級組 

1936810480 青少年從眾 初級組 

1936920483 情‧��意‧��結 高級組 

1936920484 信者奪星 高級組 

1936920485 點解月經時會特別燥底？ 高級組 

1936920486 月經效應 高級組 

1936920487 引導式消費 高級組 

1936920488 審慎考慮仍出錯？ 高級組 

1936920489 共享經濟 高級組 

1936920490 虛實之間 高級組



 

  

  

1937020491 手機遊戲課金在消費文化上的發展 高級組 

1937020492 MK 高級組 

1937020493 譚仔雲南米線 高級組 

1937020494 極大的嘴唇 高級組 

1937020495 知「飾」型經濟 高級組 

1937020496 折錢定蝕錢？ 高級組 

1907120497 年輕人對低價奢侈品的看法 高級組 

1937210498 為什麼要在影院看電影？ 初級組 

1937210499 Set的迷思 初級組 

1937210500 雙重標準 初級組 

1937210501 鐘，你有幾多？ 初級組 

1937210502 $1是否值一張Yes！Card？ 初級組 

1937210503 一分錢，一分貨？ 初級組 

1937210504 校服值得嗎？ 初級組 

1937210505 你今日飲咗未？ 初級組 

1937210506 誰買？誰用？ 初級組 

1937210507 自投羅「網」 初級組 

1937210508 髮圈大嘥鬼─用得曬先至好買 初級組 

1937210509 壁報有價 初級組 

1937210510 睇報紙話，要養大一個小朋友原來需要400萬 初級組 

1937210511 「收」‧「據」？ 初級組 

1937210512 化妝=美？ 初級組 

1937210513 「補」=「賭」？ 初級組 

1937210514 友‧錢 初級組 

1937210515 「只」‧尿片 初級組 

1937210516 牙膏性質大比拼 初級組 

1937210517 付出=收入？ 初級組 

1937210518 學生的零用錢用在那裏？ 初級組 

1937210519 購「默」 初級組 

1937210520 手機大戰：Apple V.S.紅米 初級組 

1937210521 逃跑‧橡筋 初級組 

1937210522 物質 初級組 

1937210523 他和她的婚禮 初級組 

1937210524 Indians in Hong Kong 初級組 

1937210525 錢歸何處 初級組 

1937210526 膠袋的秘密 初級組 

1937210527 衣櫃裏的秘密 初級組 

1937210528 被淘汰的白飯魚 初級組 

1937210529 明星效應 初級組 

1937210530 「鉛」來很浪費 初級組 

1937210531 從眾效應 初級組 

1937210532 家常飯比不上飯盒嗎？ 初級組 

1937210533 新年禮盒 初級組 

1907310534 好吃？懶做？ 初級組 

1937410535 「格仔鋪」如何影響屯門區青少年的消費習慣 初級組 

1937410536 屯門區19至30歲人士拍拖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7410537 動漫對本校中1-中3同學消費文化的影響 初級組 

1937410538 網購如何影響香港青少年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7410539 超市印花如何影響市民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7410540 電子貨幣 初級組 

1937410541 二手交易 初級組 

1937410542 青少年購買偶像和動漫產品的現象 初級組 

1937410543 廣告對消費者的影響 初級組 

1937410544 網購文化 初級組 

1937410545 網上購物 初級組 

1937410546 電子書與實體書的消費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 初級組 

1937410547 探究遊客光顧美食車的情況 初級組 

1937410548 屯門區18至25年輕人進行電子消費的情況 初級組 

1937410549 探討屯門區成年人購買智能電話的情況調查 初級組 

1937410550 探討屯門區青少年使用共享單車的情況 初級組 

1937410551 代購 初級組 

1937410552 代購 初級組 

1937410553 電子遊戲 初級組 

1937410554 跳蚤市場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7410555 香港商場展銷攤位普及的現象 初級組 

1937510556 Made in …… 初級組 

1937510557 食物敏感的人消費選擇 初級組 

1937510558 欲要補身，必先斷金？ 初級組 

1937510559 簡‧物偵探社 初級組 

1937510560 食肆冷氣 = 被投訴 + 浪費 + 只為客人服務？ 初級組



 

 

1937510561 減「費」大作戰 初級組 

1937510562 《坐低係咪一種錯？》 初級組 

1937510563 忙記 初級組 

1937510564 我瞞的世界 初級組 

1937510565 待定 初級組 

1937510566 飛機維修工程師 初級組 

1937510567 作家 初級組 

1937510568 足球員 初級組 

1937510569 紮鐵工人 初級組 

1937510570 社工 初級組 

1937510571 搭鵬工人 初級組 

1937510572 保安 初級組 

1937510573 司機 初級組 

1937510574 補習老師 初級組 

1937510575 事工幹事 初級組 

1937510576 職涯生活 初級組 

1937510577 警察 初級組 

1937510578 茶餐廳廚師 初級組 

1937510579 律師助手 初級組 

1937510580 警察 初級組 

1937510581 記者 初級組 

1937510582 外賣速遞員 初級組 

1937510583 便利店收銀員 初級組 

1937510584 保安 初級組 

1937510585 警察 初級組 

1937510586 職涯生活 初級組 

1937510587 職涯生活 初級組 

1937510588 Pizza Hut 初級組 

1937510589 上海婆婆 初級組 

1937510590 星巴克 vs 大家樂 初級組 

1937510591 元氣壽司 初級組 

1937510592 和民與Starbucks 初級組 

1937510593 峰壽司 初級組 

1937510594 新華冰室 初級組 

1937510595 夏麫館與吉野家 初級組 

1937510596 麥當勞與KFC 初級組 

1937510597 全球化與非全球化的餐廳 初級組 

1937510598 譚仔vs譚仔三哥 初級組 

1937510599 吉野家v.s.地道茶餐廳 初級組 

1937510600 全球化的餐廳 初級組 

1937510601 麥當勞 初級組 

1937510602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03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04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05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06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07 吉野家 初級組 

1937510608 麥當勞 初級組 

1937510609 華嫂冰室 初級組 

1937510610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11 萬芳冰室 初級組 

1937510612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31 探討香港本土餐廳特色 初級組 

1937510632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33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34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510635 飲食文化 初級組 

1937710617 名牌消費的必要性 初級組 

1937710618 折扣「真假」？ 初級組 

1937710619 追星好嗎？ 初級組 

1937710620 出街食定學校好？ 初級組 

1937710621 垃圾分類計劃 初級組 

1937710622 不浪費食物 初級組 

1937710623 省錢計劃 初級組 

1937710624 不看電視 初級組 

1937710625 不花零用錢 初級組 

1937710626 不幫襯大集團商店 初級組 

1937710627 不幫襯大集團商店 初級組 

1937710628 垃圾分類計劃 初級組 

1937710629 不用紙巾 初級組



1937710630 不用改錯液、改錯帶 初級組 

1937710631 不用即棄物品 初級組 

1937710632 不花零用錢 初級組 

1937710633 不上網 初級組 

1937710634 不幫襯大集團商店 初級組 

1937710635 不吃剩飯餸 初級組 

1937710636 不用手機 初級組 

1937710637 垃圾分類計劃 初級組 

1937710638 不看電視 初級組 

1937710639 不用即棄物品 初級組 

1937710640 不用紙巾 初級組 

1937710641 不吃剩飯餸 初級組 

1937710642 垃圾分類計劃 初級組 

1937710643 不浪費食物 初級組 

1937820644
探究食物標籤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本地消費者選擇到較健康和合

適的食物
高級組 

1937820645 探討信用卡與香港90後過度消費的關係 高級組 

1937820646 探究青少年的消費模式受那些因素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47 香港青少年追求名牌的影嚮和原因 高級組 

1937820648 社交媒體的興起對香港青少年的人際關係的影嚮 高級組 

1937820649 探討沉迷智能手機對青少年人際關係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50 探討網上購物對青少年消費模式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51 瘦就是美的價值覲對青少年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52 探討電競對青少年的個人成長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53 探討自拍文化對青少年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之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54 探討垃圾徵費在本港推行的成效性 高級組 

1937820655 網上購物如何影響青少年消費習慣 高級組 

1937820656 街頭(極限)健身對香港青少年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57 從本地藝術發展探討活化工廈的成效，以賽馬藝術中心為例 高級組 

1937820658 韓流文化對青少年個人成長帶來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59 電玩產業對青少年生活習慣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60 學生違反學校服飾儀容標準的原因及自我形象的關係 高級組 

1937820661 社交媒體如何影響成年人的消費文化 高級組 

1937820662 香港中學生自殺事件頻發，誰之過？ 高級組 

1937820663
探究本港青少年對歐美影視及本地影視接受程度不一的原因及歐

美影視文化對本地青少年個人成長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64 探究現今青少年追求運動名牌品的原因並對他們個人成長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65 探究本地運動商品化對中學生的個人成長有什麼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66 社交媒體的興起對香港青少年的人際關係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67
訪問香港街頭表演者, 分析香港政府對文化政策的不足之處及對政

府的建議
高級組 

1937820668 從社會, 個人, 經濟, 政府應不應該大力發展電競行業 高級組 

1937820669 探討香港青少年自拍的狀況及其成因 高級組 

1937820670 韓流文化對香港青少年消費模式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71 探究香港青少年對自動捐贈器官機制的接受程度 高級組 

1937820672 政府應否立法不允許青少年進行微整形 高級組 

1937820673 網上購物的普及如何影響了青少年的購物習慣 高級組 

1937820674 電子支付對青少年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75 討論青少年對讓座文化的看法 高級組 

1937820676 探討青少年喜愛日本動漫的原因 高級組 

1937820677 探討網上購物普及對青少年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78 國民身份認同 高級組 

1937820679 從青少年及政府兩項因素探討電競在香港發展的可行性 高級組 

1937820680 探討政府應否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房屋問題 高級組 

1937820681 政府設立標準工時能否改善服務人士的生活質素 高級組 

1937820682 探討韓流文化對香港市民消費模式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83 瘦身風氣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審美觀 高級組 

1937820684 讚好風氣怎樣影響青少年自我認同的價值觀 高級組 

1937820685 分析青少年的消費習慣,探討網購對青少年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90

1937820695

1937820700

1937820705

1937820710

1937820715

1937820720

1937820725

1937820686 探討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習慣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87 網購對香港青少年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88 網上購物對市民成癮 高級組 

1937820689 淘寶如何改變青少年的消費模式 高級組

名牌產品對青少年消費模式的情況/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91 探討青少年在名牌運動用品的消費習慣 高級組 

1937820692
探討年青人喜歡電競的原因及心智發展的影響，電競業對全球的

影響及電競業在香港發展的可行性
高級組 

1937820693 網購如何助長本港青少年的消費模式 高級組 

1937820694 韓國潮流文化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個人成長 高級組

信用卡的使用如何影響現今大學生的金錢觀 高級組 

1937820696
探討手工藝品在香港的發展潛力以及政府應否支援手工藝品在香

港的發展
高級組 

1937820697 探究節日商品化對香港青少年消費模式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98 探究現今的補習文化對香港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高級組 

1937820699 普遍市民對加密貨幣的認識及其可能形成的影響 高級組

共享文化對未來青少年的消費習慣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01 探究青少年喜愛網絡購物的原因並對其消費模式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02 電子競技能否與主流運動相提並論 高級組 

1937820703 社交煤体是否有利青少年建立自尊 高級組 

1937820704 化妝文化對青少年的個人成長有甚麼影響？ 高級組

探究香港教育制度引起學生自殺潮的成因及對學生個人成長的影

響
高級組 

1937820706 青少年的消費模式是否真的對人際關係有所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07 探討影響香港人們的生育意願 高級組 

1937820708 網絡名人能成為青少年的主要職業嗎？ 高級組 

1937820709 電子競技在香港的前景 高級組

探討抑鬱症對青少年的個人成長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11 購物商場如何利用聖誕節向市民鼓吹消費主義 高級組 

1937820712 探討節日商品化(聖誕節)對香港市民在消費模式上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13 探究朋輩影響與青少年過度消費的關係 高級組 

1937820714 從青少年自我形象，探究整形及瘦身文化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成長 高級組

青少年過度消費受甚麼原因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16 探討節日商品化如何刺激香港人消費意欲(情人節) 高級組 

1937820717 探究信用卡對大學生消費模式有多大程度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18 探究動漫展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消費行為和價值觀 高級組 

1937820719 探討本港中學生對器官捐贈的接受程度 高級組

探討實施標準工時對飲食業從業員生活素質的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21 比較網上購物對不同年齡層消費模式的不同 高級組 

1937820722 電子競技對青少年成長發展有甚麼影響? 高級組 

1937820723 探討網絡消費如何影響青少年消費模式? 高級組 

1937820724 電子競技在香港的發展 高級組

探討學業壓力如何影響香港學生個人成長 高級組 

1907920763 十日消費談 高級組 

1938010764 酒店定民宿 初級組 

1938010765 [失]體店 初級組 

1938010766 Is it a need to buy our wants? 初級組 

1938010767 no Wi-Fi no life 初級組



  

 

 

 

 

  

1938010768 taste your feeling 初級組 

1938010769 盲目消費 初級組 

1938010770 「儲齊一套？」 初級組 

1938010771 如果家教班的影響力值得支付 初級組 

1938010772 「產品」與產品 初級組 

1938010773 朱朱超人拯救地球 初級組 

1938010774 E-mall 初級組 

1938010775 你會揀邊部? 初級組 

1938010776 影帝會是誰？ 初級組 

1938010777 鞋？ 初級組 

1938010778 TEEN格仔 初級組 

1938010779 高達「無」型 初級組 

1938010780 令人上癮 初級組 

1938010781 一世五毫情 初級組 

1938010782 電戲迷 初級組 

1938010783 付費 vs 免費 初級組 

1938010784 今日食咩好? 初級組 

1938010785 旅遊 初級組 

1938010786 網上消費 初級組 

1938010787 Choosing sports shoes 初級組 

1938010788 cosplay的消費文化 初級組 

1938010789 網購 初級組 

1938010790 波鞋的存在價值 初級組 

1938110791 消費 = 可以浪費？ 初級組 

1938110792 禮多人不怪 初級組 

1938110793 有無食晒？ 初級組 

1938110794 回家路漫漫 初級組 

1938110795 髮理何在？ 初級組 

1938110796 「機」不可失 初級組 

1938110797 罐頭的自白 初級組 

1938110798 網絡遊戲 初級組 

1938110799 慳錢一族 初級組 

1938110800 探尋校園之路 初級組 

1938110801 生日快樂？ 初級組 

1938110802 八達通 初級組 

1938110803 我們的耳機 初級組 

1938110804 魚蛋大比併 初級組 

1938110805 貼錢玩遊戲？ 初級組 

1938110806 Canteen 知多D 初級組 

1938110807 茶餐廳 – 平民餐廳 初級組 

1938110808 吃飽飽，過肥年 初級組 

1938110809 食TUCK好 初級組 

1938110810 樽裝水的迷思 初級組 

1938110811 錢多無 “定”駛 初級組 

1938110812 現金pay，我呸! 初級組 

1938110813 三分鐘熱度 初級組 

1938110830 乜嘢最好食 初級組 

1938220814 感理錢中遊 高級組 

1938220815 網購 高級組 

1938220816 社交媒體 高級組 

1938220817 手機(系統更新、APPs) 高級組 

1938220818 探討年輕人對剪髮的次數、要求、髮型。 高級組 

1938220819 它的名字 高級組 

1938220820 打卡 高級組 

1938220821 中學生600元過一個月 高級組 

1938220822 文具 高級組 

1938220823 借錢抒情 高級組 

1938220824 平嘢無人Like? 高級組 

1938220825 共享 高級組 

1908310826 為什麼夾公仔的收費那麼貴 初級組 

1908410827 待定 初級組 

1908410828 待定 初級組 

1908410829 待定 初級組



 

       

  

  

        

第十九屆參加作品名單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組別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參加組別 

1950410024 智能食物管理系統 初級組 

1950920056 環保水寶寶 高級組 

1951120063 充電鞋 高級組 

1952220116 環保杯套 高級組 

1952520157 店舖回收箱 高級組 

1952520158 太陽能電風扇 高級組 

1952520159 Eat,Recycle 環保飯盒 高級組 

1952520160 香港即棄文化 高級組 

1952520161 電子禮物盒 高級組 

1952520162 有機化妝品 高級組 

1952520163 改良生活小用品─環保衣架 高級組 

1952520164 Carbon Soot-made Ink: Best Thing You'll Ever "C" 高級組 

1952820199 全天候太陽能輪椅 高級組 

1952810200 智能乾毛巾機 初級組 

1952810201 環保雪條把手 初級組 

1952810202 多功能垃圾箱 初級組 

1952810203 尋電 初級組 

1953520289 緊急鞋帶充電器 高級組 

1954220359 Headphone Pin converter 高級組 

1954220360 Freshness Maintaining Safe(FMS) 無電保鮮器 高級組 

1954320362 綠色消費 高級組 

1954810372 環保手機殼 初級組 

1954910378 可持續消費真人SHOW 初級組 

1954910379 可食用餐具 初級組 

1954910380 有你冇你, 「膠」你是否環保? 初級組 

1954910381 廚餘[機]能 初級組 

1955810437 
The Conscious - Smart BYOC Retail Store and Mobile 

Application
初級組 

1956020439 「食物的樣子如何，命運也必如何」 高級組 

1956320454 食物保存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高級組 

1956610457 為左食，你可以去到幾「盡」 初級組 

1957620613 發電磚 高級組 

1957620614 待定 高級組 

1957620615 待定 高級組 

1957620616 共享膠杯 高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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