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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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220400486 

 

艱難──考察弱能人士與監護人找尋牙科

服務的消費處境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亞軍 220240388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or Greatly 
Marred Food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

中學 

季軍 220440530 代經濟 協恩中學 

最佳選題獎 220400486 

 

艱難──考察弱能人士與監護人找尋牙科

服務的消費處境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傑出作品獎 220190354 「賞」金獵人 基督教四方福音會深培中學 

220440529 疫情下香港人娛樂消費習慣的改變 協恩中學 

220540611 選擇的背後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220540612 幸福‧從來得來不易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傑出選題獎 220080072 那些年的筆記簿 聖公會陳融中學 

220440530 代經濟 協恩中學 

220540610 不平凡的情人節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特別推介作品獎 220050048 假使商場原來不像你預期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220260414 便您無限發展 嘉諾撒聖家書院 

220440528 送禮？送錢？ 協恩中學 

特別嘉許作品獎 220350467 星星之火 顯理中學 

220380475 一樣？不一樣？ 南屯門官立中學 

220440532 你想吃土嗎？ 協恩中學 

220450537 

 

How does the regulations on health 
supplements in Hong Kong affect consumers? 

聖保羅書院 

 

220540609 慾望 VS 理性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220570639 《新趨勢—VTuber》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220580648 「我是個茶壺肥又矮！」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嘉許獎 220010001 網上實體大不同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20060065 My Time？賣Time！ 聖士提反堂中學 

220080076 遊「Don」攻略 聖公會陳融中學 

220090080 「費」話連篇  佛教大雄中學 

220110083 扭蛋消費引發的感想 明愛胡振中中學 

220130089 課金能滿足嗎﹖ 文理書院（香港） 

220150099 從前VS現在香港人消費文化的差異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220360473 當疫情遇上網購 迦密柏雨中學 

220380480 「娛樂百份百」 南屯門官立中學 

220480577 「紅」盡全網 羅定邦中學 

 



 
 

第22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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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220410487 

 

IG Shop的神秘面紗 — 買賣雙方的

處境剖析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 

亞軍 220180353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Plant-based Meats to Youths  
in Hong Kong 

中華基金中學 

季軍 220460569 實體購物與網購 迦密主恩中學 

最佳選題獎 220410487 

 

IG Shop的神秘面紗 — 買賣雙方的處

境剖析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 

最佳表達方式獎 220330454 為何不追求，而且要放手？ 華英中學 

傑出作品獎 220120084 理智？不理智？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220410493 

 

食在疫下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 

傑出選題獎 220180353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Plant-based Meats to Youths  
in Hong Kong 

中華基金中學 

220410491 

 

直得‧值得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 

傑出表達方式獎 220020002 疫情下的珍珠奶茶 萬鈞伯裘書院 

220350472 生活也來點刺激 顯理中學 

特別推介作品獎 220060060 四個小生去旅行 聖士提反堂中學 

220080069 最後一間唱片鋪 聖公會陳融中學 

220330451 冇選擇權嘅消費者 華英中學 

220410488 

 

十八般武藝消費大作戰 — 研究興趣班

的消費模式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 

特別嘉許作品獎 220040021 消費環境的轉變 聖保祿中學 

220160266 運動健兒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220180351 

 
The Rise Of Online Food Delivery Service 
And Impact On Food Industry 

中華基金中學 

 

嘉許獎 220180347 「機」金知多少 中華基金中學 

220290426 疫情下飲食的變化 迦密中學 

220330457 華英人的消費 華英中學 

220420524 虛擬歌手導致的消費行為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220470574 幕後黑手：點解一夜之間就變得好污糟？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第22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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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卓越設計獎 220460570 惜錢‧識存 迦密主恩中學 

最佳實踐獎 220460570 惜錢‧識存 迦密主恩中學 

最創新意念獎 220170293 沉浸式線上演出 真光女書院 

傑出作品獎 

 

 

 

220170289 廁膠筒&廁紙販賣機 真光女書院 

220170294 疫塑‧逆塑 真光女書院 

220200361 用水計算機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特別嘉許作品獎 220510599 App: MiniBookUS 港大同學會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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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10363 iEat好食德校園計劃 德蘭中學 

最佳實踐獎 220210363 iEat好食德校園計劃 德蘭中學 

最創新意念獎 220590649 塑膠樽回收系統 英華書院 

傑出作品獎 

 

 

 

 

 

220180350 

 

一眼關七──包裝食品正面的可持續

資訊 

中華基金中學 

 

220200356 線上二手物品市場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220200357 黑洞垃圾桶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220510594 望。持續 港大同學會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