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 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消費文化考察」 

得獎名單 

高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學生姓名 

冠軍 230320185 沒錢的貴族人生 協恩中學 吳嘉詠 戴慧明 梁珈晞 沈珞 

亞軍 230260157 鏡粉的一秒間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胡諾祈 陳藹茵 招卓欣 黃培炘 蕭珈瑤 

季軍 230170100 格格不入有對錯？ 佛教大雄中學 李思慧 蔡澔霖 蔡蘊湉 馮子軒 張嘉意 

最佳選題獎 230170100 格格不入有對錯？ 佛教大雄中學 李思慧 蔡澔霖 蔡蘊湉 馮子軒 張嘉意 

最佳表達方式獎 230580374 「愚」樂 聖公會陳融中學 吳佩瑜 張晉康 張芷維 區葦謙 

最佳創意媒體獎 230320183 獨居老人在疫情下的消費習慣  

之歌曲作品「疫下獨居困窘」 

協恩中學 鄭活然 鄭心裕 陳欣桐 楊惠雅 

傑出作品獎 230320186 無包裝生活模式 協恩中學 郭樂言 奚鈺婷 謝欣橋 

230320187 照片／「照騙」？香港打卡文化 協恩中學 陳文千 朱瑞琳 王筠婷 

230560369 裸著數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蔡偉豐 陳錦偉 麥偉倫 郭浚文 許栢熙 張睿芹 

230580375 三「袋」0 食 聖公會陳融中學 林憶斯 蔡梓瑋 陳凌燁 陸曦敏 

230590380 二手難搜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陳嘉敏 白雪彥 方欣欣 林凱琪 

傑出選題獎 230320185 沒錢的貴族人生 協恩中學 吳嘉詠 戴慧明 梁珈晞 沈珞 

230320187 照片／「照騙」？香港打卡文化 協恩中學 陳文千 朱瑞琳 王筠婷 

230580375 三「袋」0 食 聖公會陳融中學 林憶斯 蔡梓瑋 陳凌燁 陸曦敏 

傑出表達方式獎 230360243 Anime 真光女書院 何卓琳 姚熙嵐 姚穎宜 蔣曉霖 

230590380 二手難搜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陳嘉敏 白雪彥 方欣欣 林凱琪 

特別推介作品獎 230580377 為食？為咩而食？ 聖公會陳融中學 張皓兒 簡樂兒 鄭𧗠雯 黃溥斐 

230580378 「同」是天涯淪落「人」 聖公會陳融中學 曾潔文 張嘉薏 馮子純 

230590386 「星」之誘惑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周凱賢 馬靖嵐 黃瑋晴 胡淽嫚 

特別嘉許作品獎 230200107 直播的消費 文理書院（香港） 蔡曉彤 李顯慧 杜芷瑤 

230300170 老來不得志 — 考察電子消費對不同群體是好還是壞，    

對長者是否便利 

九龍真光中學 王珞忻 蔡晞童 張紫欣 丁玟菁 

嘉許獎 230020034 盲盒為何令你著迷？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吳依麗 孫良 陳航宇 鄭仲喻 吳莉瀅 夏榆桉 

230160099 「化」離世俗你我都服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郭国莹 張穎琪 馬諾茵 羅佳瑩 梁雯鈺 

230240153 消失的貧窮 聖士提反堂中學 殷樂 呂健樟 丁紀鋒 葉晉廷 愛瑪莉 黃釺雅 

230380278 淘寶購物的不好經歷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嚴嘉欣 吳信翰 羅梓樂 

230450296 Report on how quarantine affects teenagers' usage of social 

media (Instagram-focused)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李菲菲 李沛施 胡嘉妍 謝依琳 

230470329 Consumption patterns related to cultures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BROTONEL Ikara Rio Cassiel Mayor 

ELAGO Polina Ellysse Ong 

VILLANUEVA Mark Henry Pagsuli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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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文化考察」 

得獎名單 
初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學生姓名 

冠軍 230710490 向「無現金」世界出發？我們對現金的恩怨仇情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楠謙 伍懷谷 陳芷銳 林鈺堯 

亞軍 230400284 香港的「裸買」與「裸賣」 廠商會中學 李凱琳 戴佳敏 譚欣瑩 張涵 潘欣婷 

季軍 230710486 《續．集》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昕彤 張嘉琪 李嘉怡 陳厚恩 

最佳選題獎 230710491 未夠秤，無得傾？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林靜詩 許天藍 吳若霖 李玥瑩 

最佳表達方式獎 230370275 原產地效應 德雅中學 黃穎琳 張聶童 劉梓玲 梁雅雯 吳杏然 

最佳創意媒體獎 230580373 夢去「周」潮 聖公會陳融中學 卓宇婕 

傑出作品獎 230010016 懷舊情 聖保祿中學 陳卓楠 陳凱琪 郭思妤 李汶珊 伍凱彤 

230080062 斷捨離 ------ 一場消費文化的反思 香港培道中學 蘇昕信 陳倚嫻 莊靜珩 張礎桐 潘泳心 

230180105 Plant milk coffee: do consumers accept it? 中華基金中學 黎縉洛 鄭燊 李晉彥 吳靜瑜 伍穎妍 施曉彤 

230710487 未來飲食消費理想：飲食最終幻想曲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彥希 洪恩霖 梁恩橋 彭浩森 

230710491 未夠秤，無得傾？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林靜詩 許天藍 吳若霖 李玥瑩 

傑出選題獎 230630449 不知不覺選了它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梁芷晴 梁珮晴 李翠賢 盧詠珈 

230710487 未來飲食消費理想：飲食最終幻想曲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彥希 洪恩霖 梁恩橋 彭浩森 

特別推介作品獎 230180104 How to Make an Ideal E-wallet for Teenagers in Hong Kong? 中華基金中學 余檡岡 張凱琳 夏沛怡 許恩寧 黎博彥 羅敬皓 

南凱茜 

230770561 理財篇：想要和需要 顯理中學 王恩娜 吳凱雯 羅逸然 陳昱而 

特別嘉許作品獎 230150096 「髮」人深省 迦密中學 黃睿 侯銘恩 

230240145 不同角度的珍寶？ 聖士提反堂中學 陳貝慈 徐嘉浩 胡凱欣 陳智軒 

230620434 錢 真係可以買到快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莫鈺慧 方程儀 李樂怡 黃天晴 葉式恒 

230710488 廣告從業員？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劉善甄 陳芷妍 關曉明 吳權祐 

230770564 隱形．漲價 顯理中學 蔡琳 陳泳茵 李浩瑜 李嘉瑜 

嘉許獎 230040058 直播帶貨對消費文化的影響 華英中學 翟芯瑩 劉恩翹 李卓棋 莊沛霏 鍾澤豪 何晉希 

230140086 Sneakers for your soles 高主教書院 陳子傑 張棨皓 林穎聰 李仲庭 楊睿承 

230240143 人人都是清潔工 聖士提反堂中學 陳景裕 陳溱僖 黃炳耀 吳靜汶 

230240144 年輕人老年人兩代大不同 聖士提反堂中學 劉煥霞 楊卓思 楊仁龍 郭琪磊 

230310180 網購有界限 — 該買？不該買？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趙嘉華 鐘嘉慧 謝嘉華 廖俊煒 羅嘉運 張楚 

230460321 我的消費長大了 明愛莊月明中學 梁凱悅 黃嘉盈 余佳榕 張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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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獎 

得獎名單 

 
高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學生姓名 

最卓越設計獎 230360274 可摺疊迷你膠樽 真光女書院 黎家喬 蔡康澄 李明恩 錢朗澄 劉嘉淇 梁曉儀 曾悅 

最佳實踐獎 230600415 Renaissance 聖保羅書院 黃朗軒 鍾嘉偉 吳柏君 肖冠澤 余寯齊 梁榮一 

最創新意念獎 230360274 可摺疊迷你膠樽 真光女書院 黎家喬 蔡康澄 李明恩 錢朗澄 劉嘉淇 梁曉儀 曾悅 

傑出作品獎 230010033 SPSS 魔衣櫥 聖保祿中學 黃靄婷 黃芷瑩 陳子晴 方雅樂 郭韶文 楊詠媜 杜曉嵐 甄瞳 李錦怡 

230270160 Master Food Class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何嘉茵 黃莉嬅 胡子卿 李浩朗 

230360267 TraVRl 真光女書院 王彥晴 BIBI Amina 陳心柔 簡向嫻 羅曉嵐 梁潔瑩 吳柏蔚 

230440293 BLUting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袁珮熙 李家儀 黃沛榛 

 

 

初級組得獎名單 

獎項 參加編號 考察題目 學校 學生姓名 

最卓越設計獎 230760550 Food Clock 英華書院 曾啟宏 

最佳實踐獎 230760550 Food Clock 英華書院 曾啟宏 

最創新意念獎 230090063 慳草低碳養成計劃 德蘭中學 陳靖恩 陳依楠 蘇梓滺 鄧梓瑩 杜烯璇 

傑出作品獎 230100065 「換物交友」 潔心林炳炎中學 林安盈 林貝淇 曹卓瑩 張嘉欣 趙芷晴 黎頌然 

230440290 Sharedom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何卓樺 官紫芊 甄千緹 彭喻非 

230650452 打敗購物狂的我！ 五邑司徒浩中學 許鐘文 譚畯仁 曾維威 黄曉晴 楊曉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