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教育創意解難劇本創作(第二屆)比賽 —「三十年後的我」   埠際賽獲獎名單 (三甲獎項) 

劇本(文本)創作高小組 
獎項 獲獎者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霍锦涛、谭晔晖 南庄中心小學 

亞軍 冯双、刘源、王杨、邓晓滔、邬特星、吴思瑶 佛山市实验学校 

季軍 石贵婷、杨宝仪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劇本(文本)創作初中組 
獎項 獲獎者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陈徐琛、包嘉琦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亞軍 王雯婷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季軍 高颖琪、程怡晓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季軍 肖明炜、洪雪昀、张颖欣、文诗慧、谭玮怡、周艳秋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劇本多媒體演繹創作 
獎項 獲獎者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刘惠君、叶培莹、罗艳萍、梁东升、冼淇蓝、黎亚琪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亞軍 施晨瑋、孫遠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季軍 黄建彬 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繪本(漫畫) 創作初小組 

獎項 獲獎者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黄思博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亞軍 关力玮 佛山市实验学校 

季軍 陈霖 佛山市实验学校 

繪本(漫畫) 創作高小組 
獎項 獲獎者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梁芷忻 佛山市第五小学 

亞軍 陈昭宇 佛山市第九小學 

季軍 陈朗天 佛山市实验学校 

繪本(漫畫) 創作初中組 
獎項 獲獎者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黃智賢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亞軍 沈思辰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季軍 繆海虹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埠際賽 – 小學劇本(文本)組 – 獲獎名單 (按學校分類) 
 

學校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四（4）班 马玉安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四（3）班 刘  缘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四（1）班 王子青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四（3）班 林百悦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四（4）班   华思凯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四（4）班 吴亚添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四（1）班 付心园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3）班 李  宸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五（5）班 滕冬旎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3）班 黄子龙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3）班 胥申怡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3）班 陈飘逸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六（2）班 金  婷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六（5）班 张  蕾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六（5）班 陆梦燕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六（5）班 駱伊凡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優秀獎 五年（1）班 郑琬澄、邓远哲、江弘智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優秀獎 五年（2）班 冯潞瑶、张嘉怡、庞芷菁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優秀獎 五年（3）班 张泽楠、白晓彤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優異獎 五年（3）班 梁  静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優異獎 季軍 五年（3）班 石贵婷、杨宝仪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優秀獎 五年（4）班 招伟亮、黄文浩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良好獎 五年（4）班 李艾苓、黄家宜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良好獎 五年（4）班 韦  琦、林伊凡 

 
 
 



埠際賽 – 小學劇本(文本)組 – 獲獎名單(續上頁) 
學校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異獎 四（14）班 姚  骏、张铭轩、冯莕然、贺祖曦、谢乐凡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異獎 四（10）班 吕昊霖、李田田、王文齐、梁天睿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異獎 四（10）班 吕昊霖、李田田、王文齐、梁天睿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秀獎 四（2）班 蕭子若、劉美含、黃暉瑜、唐銘璐、黃英朗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3）班 黄  瀚、陈楚玥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6）班 王亦闻、曹润清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6）班 王亦闻、曹润清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 ( 7）班 罗泽峰、罗锦燃、 谭海淇、曾宇轩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8）班 陈浩殷、梁萱童、何虹霖、张作为、吴庆杰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9）班 张轩正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秀獎 五（10）班 郑怡琳、欧洁杭、蔡忻羽、徐心缘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11）班 刘智彦、谢诗琦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13）班 陈海童、林  奥、罗子洋、李雪琦、何微如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14）班 唐颖淇、刘静琳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13）班 林  奥、罗子洋、陈海童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五（15）班 冯  双、刘  源、王  杨、吴思瑶、邬特星、邓晓滔 

广东省佛山市实验学校 良好獎 六（ 5）班 陈颖钰、马诺怡、许如意、霍祉曦、张斯雅、何芷錡 

學校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秀獎 六（2）班 吴志烨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秀獎 五（3）班 卢嘉乐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良好獎 五（2）班 钟嘉亮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秀獎 六（2）班 梁芷忻、袁晓彤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良好獎 六（3）班 王玉红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異獎 六（3）班 张宇婷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異獎 五（1）班 邓可儿、梁梦帆、李岚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異獎 五（3）班 邓羽茜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異獎 五（3）班 黄尹洛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異獎 六（1）班 李婉思、向文煊、伦浩维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良好獎 五（2）班 刘  烽、梁婉婷 



埠際賽 – 小學劇本(文本)組 – 獲獎名單(續上頁) 
學校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广东省佛山市第六小学 優秀獎 四（3）班 汤静雯 

學校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紫南小学 優秀獎 五（1）班 梁洁萍、刘嘉欣、罗嘉欣、潘晓彤 

紫南小学 優異獎 五（2）班 冉美晴、刘惠雅、刘洁雯、潘晓岚 

紫南小学 優秀獎 六（2）班 何敏晶、肖学英、陈丽娟、黄桂贤、邓欣欣、张小丽 

學校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異獎 P5__01 何晓潼、陆绮琪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秀獎 P5__02 李涓涓、張妹琦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03 汪  楠、罗宝贞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04 邱子艺、霍嘉明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05 冼贤松、霍广杰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異獎 P5__07 蔡蔓琪、关梓晴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08 霍嘉明、邱子艺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09 霍广杰、冼贤松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異獎  冠軍 P5__10 霍锦涛、谭晔晖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異獎 P5__11 关倩怡、陈舒颖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12 刘颖怡、罗娉婷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秀獎 P5__13 娄  为、吴  迪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秀獎 P5__14 张妹琦、李涓涓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15 罗聘婷、刘颖怡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16 罗宝贞、龙俏蓉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17 罗锦浩、黄敬翔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18 谭晔晖、霍锦涛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19 陆丽燕、郭凯悦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20 陆绮琪、何晓潼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秀獎 P5__21 陈舒颖、关倩怡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良好獎 P5__22 罗锦浩、黄敬翔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學 優秀獎 P5__23 龙俏蓉、罗宝贞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優異獎  多媒體 6(2)、2(4)、2(6) 刘惠君、叶培莹、罗艳萍、梁东升、冼淇蓝、黎亚琪 



埠際賽 – 小學劇本(文本)組 – 獲獎名單(續上頁) 
學校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優秀獎  罗淑婷、邓乐然 

學校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2）班 邱嘉纯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秀獎 六（3）班 杨毅言、朱王翘楚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秀獎 六（4）班 曾湘妍、袁慧瑜、杨梓豪、梅雨滢、何绮莉、梁智康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4）班 罗嘉骏、何智钧、邵金汉、董苹瑶、梁蕴妍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秀獎 六（5）班 黄  健、梁贤炜、谢卓鹏、郭晋维、钟沛良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邓卓恒、麦熙桐、尹裕明、宁迩声、蓝霆威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梁晓栋、谢志江、林耀鹏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陈俊宏、叶泽钰、杜政忠、冯浩锦、孟思哲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秀獎 六（5）班 冯宝仪、高敏秋、周阳、黄佳凝、陆泳如、何茵琳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甄梓铖、蔡宏桉、鲁志毅、陈嘉杰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陈隽柏、陈舜禧、李浚维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秀獎 六（5）班 黄  冉、谭汉君、刘铠婷、鲍钰婧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陈晓琦、潘筱桐、高子淇、曾晴怡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卢筱滢、黄  璇、李苑晴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秀獎 六（5）班 庞惠莹、陈碧蓝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異獎 六（5）班 赵婉如、王君如、邱子嫣、余展宇、周国邦 

 
 
 
 
 
 
 
 
 



埠際賽 – 小學劇本(文本)組 – 獲獎名單(續上頁) 
學校 高小組 年級 參賽者姓名 (1-6 人)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四年级 蕭子若、劉美含、黃暉瑜、唐銘璐、黃英朗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四年级 曾炜晴、何嘉怡、连君靖、龙婧瑜、张博涵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四年级 吕昊霖、李田田、王文齐、梁天睿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四年级 李田田、吕昊霖、梁天睿、王文齐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四年级 贺祖曦、姚骏、谢乐凡、冯莕然、张铭轩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五年级 华苑榆、叶家轩、李乐童、廖旖清、周晓彤、罗卓彦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五年级 陈楚玥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五年级 陳浩殷、梁萱童、何虹霖、張作為、吳慶傑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五年级 郑怡琳、欧洁杭、蔡忻羽 

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秀獎 五年级 刘冠成、王宇轩、陈浩龙、吴延晖、关朝湛 

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異獎  亞軍 五年级 冯双、刘源、王杨、邓晓滔、邬特星、吴思瑶 

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秀獎 五年级 李海琳、何梓柔 

佛山市实验学校 良好獎 五年级 罗泽峰、罗锦燃、谭海淇、曾宇轩 

 



埠際賽 – 初中劇本(文本)組 – 獲獎名單(按學校分類) 

學校 高小組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七年級 吳海玲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七年級 宋軼幡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異獎 七年級 李卓一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七年級 宗  晴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七年級 夏玉柱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七年級 張一依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異獎 七年級 許文靜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異獎 七年級 郭柄集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七年級 陳玉婷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七年級 陳  洁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異獎 七年級 黄禎祺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七年級 廖  琪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七年级 曾  晶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八年級 1 郭佩昀、陆慧、周烁妮、林心雨、童幸欣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異獎  冠軍 八（1）班 陈徐琛、包嘉琦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八（1）班 杜鹏飞、赵杨、沈家庆、朱圣华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八（2）班 金令仪、王奕佳、 王璐、梁旭阳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八（1）班 俞琦君、周蔚然、吴嘉睿、林佳晨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八（2）班 罗涵奕、庄瑾、包嘉思、王婕妮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八（1）班 徐书衡、罗睿、林佳晨、刘胤亨 
 
 
 
 
 



埠際賽 – 初中劇本(文本)組 – 獲獎名單(續)  

學校 高小組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七年級 王歆元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七年級 王薏茹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異獎 七年級 吳海玲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亞軍 七年級 沈思辰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七年級 邢逸敏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七年級 高  洁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良好獎 七年級 曾惠鈴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七年級 黃子琦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異獎  冠軍 七年級 黃智賢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優秀獎  季軍 七年級 繆海虹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優秀獎 初一(10)班 张文杰、叶志希、梁萍佳、梁炜瑶、欧敏谊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優異獎  季軍 初一(10)班 肖明炜、洪雪昀、张颖欣、文诗慧、谭玮怡、周艳秋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優異獎  季軍 初一(5)班 高颖琪、程怡晓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良好獎 初一(5)班 黄建彬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良好獎 初一(5)班 罗咏欣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優異獎  亞軍 初一(5)班 王雯婷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良好獎 初一(5)班 梁君婷、梁晓欣、肖碧霞、叶钰华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良好獎 初二五班 刘  圆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良好獎 初二五班 袁嘉蕴、王彤、陈煜宏、李和楷、劳振民、陈迪杰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良好獎 初二五班 陈思敏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良好獎 初二五班 韩念东 



埠際賽 – 初小 及 高小繪本組 – 獲獎名單 (按學校分類) 

學校 獎項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林畅秋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李媛媛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黄梓涵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周桢贞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周正阳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刘长青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周李金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周亚轩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朱佳欣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秦文静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初小 2.2 傅  鑫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喻云瑶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優異獎 5.2 付茂渝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邓青青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邓鑫源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朱颖涵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優秀獎 5.2 王文莉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優秀獎 5.2 夏  凡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優秀獎 5.2 王  宇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優秀獎 5.2 廖  艺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盛  静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優秀獎 5.2 邓诗娴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常依林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周  林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優秀獎 5.2 王志豪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万  欣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童廷忠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邓添宇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優秀獎 5.2 朱心校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良好獎 5.2 朱  榆  王艳秋 



埠際賽 – 初小 及 高小 繪本組 – 獲獎名單 

學校 獎項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優異獎  初小  冠軍   2.2 黄思博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優異獎  初小 三年（3）班 李桦怡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優秀獎  初小 三年（4）班 杨宗霖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良好獎   四年（1）班 吴湄莹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優異獎 四年（1）班 吴雅琳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良好獎 四年（2）班 农伟婷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良好獎 六年（1）班 吴启豪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良好獎 六年（1）班 张凯镅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良好獎 六年（1）班 黄家湛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優秀獎 六年（1）班 庞国昱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良好獎 五年（ 2）班 黄凯潼、曾海怡 

    

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秀獎  初小 一年（14）班 王俪凝 

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異獎  初小  亞軍 一年（ 9）班 关力玮 

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異獎  初小  季軍 二年（14）班 陈  霖 

佛山市实验学校 優異獎  季軍 六年（12）班 陈朗天 

    

佛山市玫瑰小学 優秀獎  初小 二（2）班  二（1）班 朱文幻、郑郁欣、袁凯霖、黄楚荧 

佛山市玫瑰小学 良好獎  初小 二（5）班 陈卓泳、江 丹、梁潞童、蔡 婷 

佛山市玫瑰小学 優異獎 四（1）班 余芷柔、伦昊驰、肖 可、蔡嘉宝 

佛山市玫瑰小学 良好獎 四（3）班  四（2）班 陈镛匡、谢嘉豪、李芷莹、朱靖岚、骆芷芊、蔡允捷 

佛山市玫瑰小学 優秀獎 四（1）班 朱晓瑭、潘旭言、李培林、范恩华 

佛山市玫瑰小学 優異獎 四（4）班 周嘉慧、张恩灏、任欣欣 

    

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異獎   冠軍 六年（2）班 梁芷忻 

佛山市第五小学 優異獎 六年（2）班 罗心月 

    

广东省佛山市第六小学 優秀獎  初小 三年（3）班 丘祖妍 

广东省佛山市第六小学 優秀獎  初小 三年（3）班 钟倩丽 



埠際賽 – 初小 及 高小 繪本組 – 獲獎名單 

學校 獎項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周启明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林文钰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林清宇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1）班 杨  韬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温瑞欣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4）班 谢煜聪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贺  亮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1）班 郑正宇 

佛山市第九小學 亞軍 六（3）班 陈昭宇 

佛山市第九小学 良好獎 六（5）班 陈超敏 

佛山市第九小学 良好獎 六（5）班 林文钰 

    

紫南小学 優異獎  初小 二（3）班 黄恩瑜、卢泓宇、简佩瑶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路小学 良好獎 五（4）班 杨嘉阳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路小学 良好獎 六（1）班 豆志豪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路小学 優秀獎 四（2）班 潘兆立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路小学 良好獎 四（2）班 刘洁盈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優秀獎  初小 三（1）班 刘敏桃、朱子键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優異獎  初小 三（1）班 罗婉莹、罗晓淇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優秀獎  初小 三（1）班 罗伟照、罗颖淇、罗智聪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良好獎 四（1）班 罗淑婷、邓乐然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杜政忠、叶泽钰、陈俊宏、冯皓锦、孟思哲 

佛山市鐵軍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卢筱莹、黄璇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秀獎 六（5）班 刘铠婷、鲍钰婧、谭汉君、黄冉 

佛山市鐵軍小學 優秀獎 六（5）班 邓卓恒、蓝霆威、麦熙桐、尹裕明 

 
 
 



埠際賽 – 初中 繪本組 – 獲獎名單 

學校 獎項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優秀獎 七年級 王歆元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優異獎 七年級 王薏茹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優秀獎 七年級 吳海玲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亞軍 七年級 沈思辰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優秀獎 七年級 邢逸敏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優秀獎 七年級 高洁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優秀獎 七年級 曾惠鈴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優秀獎 七年級 黃子琦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冠軍 七年級 黃智賢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季軍 七年級 繆海虹 

    

 

埠際賽 – 高小 及 初中  多媒體劇本演繹創作 – 獲獎名單 

學校 獎項 年級 參賽者姓名 (1-6 人)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冠軍 六、二 刘惠君、叶培莹、罗艳萍、梁东升、冼淇蓝、黎亚琪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亞軍 初一( 施晨瑋、孫遠 

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学 季軍 初一(5)班 黄建彬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周启明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林文钰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林清宇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1）班 杨  韬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温瑞欣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4）班 谢煜聪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5）班 贺  亮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1）班 郑正宇 

佛山市第九小學 良好獎 六（3）班 陈昭宇 

佛山市第九小学 良好獎 六（5）班 陈超敏 

佛山市第九小学 良好獎 六（5）班 林文钰 



比賽簡介： 
全港中小幼 ( 幼稚園 ) 學生 生命教育創意解難劇本創作 ( 第二屆 ) 比賽 — 「三十年後的我」，是由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浸會大學教育學系校友會聯合主辦的。這次比賽，希望鼓勵學生高瞻遠矚， 預測 30 年後自己將會變成怎樣 ，由學生

自由發揮，反省未來的命運。學生利用劇本寫作及繪本漫畫創作的活動形式，引領學生將未來的發展形像具體化、故事化，並思考身邊人物與

周遭環境的互動，幫助學生對未來的自我形象有更深刻的認識。希望藉此比賽達成下列目標：• 提升抗逆能力、抗誘惑能力；• 提升劇本創作

能力及高階思維能力 ；• 藉著網站上展示優秀作品，讓家長、教師、學生及公眾觀摩學生在劇本創作方面的創意和成就，從而深化生命教育 。 
這次比賽分為港內賽及埠際賽，在港內的繪本組比賽，初小及初中繪本比賽參與人次多達 170 名學生參與；而在劇本文本創作組參與人

次多達 204 名學生參與，多媒體組亦有 156 人參加，盛況空前，早前已於 6 月 9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舉行頒獎禮。在埠際組方面，參與初小及初

中繪本比賽參與人次多達 170 名；而在劇本文本創作組參與人次多達 325 名學生參與，多媒體組亦有 234 人參加。頒獎儀式於 2012 年 7 月 27
日於香港尖沙咀帝國中心舉行。埠際組獎項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副會長葉國洪博士頒發。 

生命教育創意解難劇本創作(第二屆)比賽   埠際賽  獎項統計 

文本 繪本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4 優秀 12 良好獎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1 季 1 優異 4 優秀 2 良好獎 

 佛山市实验学校 1 亞 4 優異 4 優秀 25 良好獎 

 广东省佛山市第五小学 5 優異 3 優秀 3 良好獎 

 广东省佛山市第六小学 1 優秀 

 紫南小学 1 優異 2 優秀 

 南庄中心小學 1 冠 4 優異 6 優秀 13 良好獎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1 優秀 

 佛山市鐵軍小學 1 優異 7 優秀 9 良好獎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1 冠 4 優異 8 優秀 8 良好獎 

 广东省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學 1 亞 2 季 1 優秀 7 良好獎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實驗學校 1 冠 1 亞 1 季 1 優異 2 優秀 4 良好獎 

 重庆市北碚区复兴中心校 1 優異 7 優秀 22 良好獎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1 冠 

 佛山市石湾第一小学 2 優異 2 優秀 5 良好獎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1 良好獎 

 佛山市实验学校 2 季 1 優秀 1 良好獎 

 佛山市玫瑰小学 2 優異 2 優秀 2 良好獎 

 佛山市第九小學 1 亞 10 良好獎 

 佛山市第五小学 1 冠 1 優異 

 广东省佛山市第六小学 2 優秀 

 紫南小学 1 優異獎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路小学 1 優秀 3 良好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1 優異 2 優秀 1 良好獎 

 佛山市鐵軍小學 2 優秀 3 良好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