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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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文本)高小組 

十強作品 

編號 劇目 參賽者 學校 年級 獎項 

P407 給我的未來 馮曉靜、李婉兒、張紫盈、楊婉瑩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冠軍 

P643 三十年後的我 姚浩賢  吳卓衡  陳寬誠  施秉毅 黃埔宣道小學 六 冠軍 

P622 舒寧和蘇菀 潘海怡、梁健瑜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亞軍 

P604 我與彼方的自己 許綽嵐、鍾宛澄、麥天怡、梁卓瑤、陳諾恩 博愛醫院歷屆總理聯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六 亞軍 

P610 逆境自強 
何穎舒、鄭詠銦、蘇珮妍、伍世文、鄧諾怡、 
林卓禧、曾銘津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六 季軍 

P642 三十年後的我 馬韻棋 陳亮東 張建弘 游芊渝 梁晴晽 趙芷婷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六 季軍 

P409 舞者的願望 馮曉靜、張紫盈、楊婉瑩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優異獎 

P410 林雅詩醫生 梁美寶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優異獎 

P506 一位書店老闆 彭宇賢 坪石天主教小學 五 優異獎 

P508 一個吸毒的老闆 劉慧艷、余嘉琳 坪石天主教小學 五 優異獎 

P620 兩屆影后 葉婉瑩、邱欣宇、何穎琳、林曉霞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優異獎 

優秀作品 

P408 娛樂圈裏的戰友 譚詠詞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優秀獎 

P501 高級行政人員 余艾菲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五 優秀獎 

P502 穿破衣服的王子 翟灝濬、郭建霆、王澤文、楊禮滔 博愛醫院歷屆總理聯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五 優秀獎 

P601 進了時光隧道 鄧琬潼、葉佩欣、戴彩雲 梨木樹天主教小學 六 優秀獎 

P603 三十年後的我 
李泓欣、陳雅諾、郭靜瑤、鄭曉玟、 
梁毅駿、姜彤 

佛教林金殿紀念小學 五, 六 優秀獎 

P605 相聚的時光 
余芷潁、梁皓婷、葉欣霖、史穎彤、 
趙勵珈、鄭蘊祈 

博愛醫院歷屆總理聯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六 優秀獎 

P609 奇女子的闖蕩 
陳祉榛、蘇佑僖、張昊霖、梁淑儀、黃鏳賢 
伍家慧、朱健龍、潘詠青、梁文欣、謝汶義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六 優秀獎 



P612 奇妙的罐子 鄭樂怡、朱澹寧、鄭卓泳、凌曉筠 筲箕灣崇真小學 六 優秀獎 

P618 一位善心的護士  羅心茹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優秀獎 

P619 一個漫畫家 阮光輝、陳癸全、黃樂斌、馬浩然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優秀獎 

P621 陳大明警長 黃曉峰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優秀獎 

P644 三十年後的我 董諾熹、林穎賢、董諾潼     博愛醫院歷屆總理聯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六 優秀獎 

良好作品 

P406 溜冰高手 馬韻晴、黎芷晴、張婉華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良好獎 

P411 踏上偶像的路 馮曉靜、楊婉瑩、譚詠詞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良好獎 

P509 一家人 黃婉儀、劉海晴、黃穎欣 
鄭家晴、鄒敏渝、陳崑玉 

坪石天主教小學 五 良好獎 

P510 李博士與他的兒
子 

江傳燁、鄭小具、林滌 坪石天主教小學 五 良好獎 

P511 溝通 謝子龍 坪石天主教小學 五 良好獎 

P602 成功背後 
俞敏怡、吳靜彤、游怡 
 

梨木樹天主教小學 六 良好獎 

P606 重圓 
蘇雪文、李彥誼 
 

博愛醫院歷屆總理聯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六 良好獎 

P608 沉淪與脫變 
馬君菡、潘詠青、蘇朗謙、潘韻青、 
馬偉晴、馬雋夫、黃家樂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六 良好獎 

P607 我的掙扎 
李海珊、江曉盈、李展晴、伍天佑、 
吳博謙、麥穎禧、陳禧德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六 良好獎 

P611 淺與憎的潛建 
馬君菡、潘詠青、蘇朗謙、潘韻青、 
馬偉晴、馬雋夫、黃家樂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六 良好獎 

P613 少琪與神仙 
麥芷瑛、黎嘉豪、譚梓傑、周浩天、 
鄧冠聰、梁嘉寶、楊安賢 

台山商會學校 六 良好獎 

P616 一位出色的律師 張紫姍、黃思洋、梁智茵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良好獎 

P617 一位重情的男子 姚雅詩、成晉禧、香娉婷、關文浚、鍾國良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良好獎 

P623 傷殘小說作家 劉紅紅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良好獎 

P625 母與女 洪珊瑜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良好獎 

另 ~積極參與獎 17 項 

 



多媒體劇本演繹(高小組) 
作品編號 劇目 學校 年級 多媒體組演員 獎項 
MP401_2012_P4 林雅詩醫生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梁美寶、葉雅晴、譚詠詞、 

傅錦蔚、楊婉瑩 
冠軍 

2012_kt_30yearslater 三十年後的我 林金殿紀念小學 
 

六 6E 李泓欣 6D 黎曼琪 6D 郭靜瑤  
6D 鄭曉玟 6E 莫依雯 6E 黃翠怡 
6B 曾釔熙 6A 何匡其 

亞軍 

MP404_2012_P4 舞者的願望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馮曉靜、李婉兒、梁潤珠、張麗娟、 
劉靜雯、傅錦蔚、張紫盈、王樂晴、楊婉瑩

亞軍 

MP501_2012  黃埔宣道小學  5B 蔡心怡 5C 姚浩賢 5E 陳寬誠  
5E 吳梓昕 4B 簡嘉明 4A 馮駿禧 

季軍 
 

MP601_2012 我的掙扎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六 李海珊 江曉盈 李展晴 
伍天佑 吳博謙 麥穎禧 
陳禧德 劉倩君  葉紫琳 

季軍 
 

      

MP604_2012_P6  兩屆影后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陳明非、鄧嘉韻、劉倚汶、 
沈頌恩、邱欣宇、葉婉瑩、 
何穎琳、林曉霞 

優異獎 

MP402_2012_P4 給我的未來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馮曉靜、李婉兒、張麗娟、劉靜雯、張紫盈、
傅錦蔚、楊婉瑩、王樂晴、張振安、林彥夆、
楊耀祖 

優異獎 

MP602_2012 三十年後的我 博愛醫院歷屆總理
聯誼會鄭任安夫人
學校 

 五行    董諾熹 
六仁    林穎賢 
六仁    董諾潼 

優異獎 

MP603_2012 三十年後的我 觀塘官立小學(秀明
道) 

六 6A 廖運生 6A 林子淳 
6A 歐陽灝軒 6A 張耀權 
6A 趙凱儀 

優異獎 

MP604_2012 三十年後的我 觀塘官立小學(秀明
道) 

六 6A 黃鈺沛  6A 譚芷燕 
6A 曾梓辰  6A 余嘉煒 
6B 王嘉盈 

優異獎 

MP605_2012 沉淪與脫變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馬偉晴 黃家樂 馮雋夫 
潘詠青 馮君菡 蘇朗謙 

優異獎 

MP606_2012 逆境自強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何穎舒 鄭詠銦 蘇珮妍 
伍世文 鄧諾怡 林卓禧 
陳禧德  曾銘津 

優異獎 



MP607_2012 淺與憎的僭建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馮君菡 潘韻青 朱健龍  
潘詠青 馬偉晴 馮雋夫 
黃家樂 

優異獎 

      
MP403_2012_P4 溜冰高手 坪石天主教小學 四 馬韻晴、黎芷晴、黃家儀 

胡磊裕、潘穎琪、葉雅晴 
優秀獎 

MP501_2012_P5 一家人 坪石天主教小學 五 黃婉儀、劉海晴、黃穎欣 
鄭家晴、鄒敏渝、陳崑玉 

優秀獎 

MP502_2012_P5 書店老闆 坪石天主教小學 五 江傳燁、鄭小貝、林滌、 
劉浩泓、黃曉峰 

優秀獎 

MP503_2012_P5 陳大明警長 坪石天主教小學 五 江傳燁、鄭小貝、林滌、 
劉浩泓、黃曉峰 

優秀獎 

MP605_2012_P6 發明家陳志明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劉浩泓、黃曉峰、林滌、成浩邦、 
王  廸、譚家鳴 

優秀獎 

MP606_2012_P6 機械人訓練師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蔡雅雯、洪烔鋒、黃曉峰、謝子龍 
邱嘉慧、伍咏茵、周文軒、鄺嘉玉 
黃朝豐、顏俊雅 

優秀獎 

MP608_2012 奇女子的闖蕩 五旬節于良發小學 六 陳祉榛 蘇柏禧 張昊霖 梁淑儀  
黃鐠賢 伍家慧 朱健龍 潘詠青  
梁文欣  謝汶義  

優秀獎 

      
MP601_2012_P6 一位出色的律

師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張紫姍、黃思洋、梁智茵、吳佩玲 良好獎 

MP602_2012_P6 一個漫畫家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阮光輝、陳癸全、黃樂斌、 
馬浩然、張  浩、陳希朗 

良好獎 

MP603_2012_P6_ 子龍與樂瞳 坪石天主教小學 六 劉浩泓、黃曉峰、林滌、成浩邦、 
王  廸、譚家鳴 

良好獎 

 
 
 
 
 
 



劇本 (文本) 初中組  
作品編號 學校 參加者名單(班別/姓名) 參加項目 備忘 獎項 

WAN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郭珮穎(3D) 陳翠彤(3E) 初中文本  冠軍 

WAN 英皇書院 2B 陳浩志  2B 陳卓曦  2B 周潤鈞   

2B 鄭倪忠  2B 朱柏熹  2B 黎栩潼 

初中文本 S08 S08 77 分 

 

亞軍 

WAN 九龍華仁書院 1C 陳信源 初中文本  季軍 

WAN 童軍九龍地域紅磡區 120 旅團 郭曉怡，林穎兒，唐思婷 ；演出：劉以

軒，劉子謙，林千琪, 林曉傑 

初中文本  優秀 

 

WAN 獅子會中學 2C 彭梓菁  2D 周燕輝 

2D 楊雪嵐  2D 溫佳佩 

初中文本 S02  56 分 

 

優秀 

 

劇本 (文本) 高中組  
作品編號 學校 參加者名單(班別/姓名) 參加項目 備忘 獎項 

WAN-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聯會張煊

昌中學 

5D 何智恒、鄒煜傑、阮文龍、張嘉俊 高中文本 S06   80分 

亂世佳人──三十年後的我 

冠軍 

WAN-2 英華女學校 5D 關瀅欣、鄺涴瑩、許穎琛、黃燊怡 

、劉健儀  

高中文本 S01   80 分 亞軍 

WAN-3 佛教筏可紀念中學 5B  馬玉賢、潘淑敏  5A  溫家竣 高中文本 S04    71 分 季軍 

WAN-4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聯會張煊

昌中學 

5D 班李顥謙、李廷汧、 

冼家豪、張政逸 

高中文本 S07    73 分 

題目：三十年後的我 

優異 

WAN-5 李求恩紀念中學 中四 陳可欣 高中文本  優異 

WAN-6 拔萃女書院 5W 劉皓怡、4W 王在心 高中文本 S05    56 分 優秀 

WAN-7 浸信會永隆中學 5E 鄭凱婷  5E 陳雯蔚 

5E 鄭婷婷  5E 陳施敏 

高中文本 S03    62 分 優秀 

 
 



繪本 - 初小組   
作品編號  學校 初小 年級 參賽者姓名 獎項 

P210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初小 2 2A 黃永濬 冠軍 

P307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初小 3 3A 李佳鑫 亞軍 

P102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1 1A_鄭嘉慧 季軍 

       

P104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1 1C_崔境傑 優異獎 

P108  台山商會學校 初小 1 1B 鄧浩筠 優異獎 

P205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2 2B_周綺嵐 優異獎 

P206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2 2B_劉倚汶 優異獎 

P208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2 2C_李曉倩 優異獎 

P211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初小 2 2A 余慕兒 優異獎 

P306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3 3C_張敏 優異獎 

P308  台山商會學校 初小 3 3A 鄧浩榮 優異獎 
       
P106  台山商會學校 初小 1 1A 曾曉媛 優秀獎 
P203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2 2A_梁婧賢 優秀獎 
P204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2 2A_楊嘉浩 優秀獎 
P209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2 2C_陸譪琳 優秀獎 
P214  佛教榮茵學校 初小 2 2F 鄧韶宇 優秀獎 
P215  佛教榮茵學校 初小 2 2F 黃安庭 優秀獎 
P301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3 3A_梁麗恩 優秀獎 
P303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3 3A_黃凱樺 優秀獎 
P305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3 3C_陳穎妍 優秀獎 
       
P101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1 1A_張敏晴 良好獎 
P107  台山商會學校 初小 1 1B 黃竣煜 良好獎 
P207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2 2B_姚家慧 良好獎 
P212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2 2A_羅曉童 良好獎 
P213  佛教榮茵學校  初小 2 2F 陳坤正 良好獎 
P216  佛教榮茵學校 初小 2 2F 莫泳琳 良好獎 
P217  佛教榮茵學校 初小 2 2F 文綺娸 良好獎 
P302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3 3A_鄧倩瑩 良好獎 
P304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3 3A_佘詠兒 良好獎 
P309  坪石天主教小學 初小 3 3C_潘月晴 良好獎 

另 ~積極參與獎 12 項 



繪本 - 高小組 
作品編號  學校 高小 年級 文本組參賽者姓名 (1-6 人) 獎項 

P610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高小 6 6B 吳祥泓 冠軍  
P611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高小 6 六甲：張彧晴、邱淑華、吳漢華、姚景曦 亞軍  
P502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5 5B_謝子龍 季軍 
P402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4 4A_梁美寶 優異獎 
P405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4 4B_吳凱琪 優異獎 
P409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高小 4 四丁：霍玟希、馮芊潼、蘇梓銦、 

黃湛峰、布穎珊、羅莉翎 
優異 

P504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5 5A_鄧婉婷_劉海晴_黃婉儀 優異獎 
P506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高小 5 五丁：陳柏合、尹嘉恩、黃在芙、 

楊早苗、鄧曉靖、何穎雯 
優異獎 

P507  台山商會學校 高小 5 5C 曾嘉嵐 優異獎 
P513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高小 5 5A 吳兆塱 優異獎 
P514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5 5B_黃穎欣_陳崑玉 優異獎 
P603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6 6B_黃聖禧 優異獎 
P604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6 6A_陳欣桐、張燕桃 優異獎 
P605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6 6D_潘海怡、梁健瑜 優異獎 
       
P403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4 4A_馬韻晴_張婉華_黎芷晴 優秀獎 
P406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高小 4 4A 林玥兒 優秀獎 
P407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高小 4 4A 梁芷琦 優秀獎 
P508  台山商會學校 高小 5 5C 劉樂盈 優秀獎 
P512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高小 5 5A 曾鈺婷 優秀獎 
P601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6 6A_張燕桃 優秀獎 
P606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6 6C_蔡雅雯、謝子龍 優秀獎 
P607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6 6D_張紫姍、黃思洋 優秀獎 
       
P505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5 5C_文俊翹、馮曉靜 良好獎 
P509  台山商會學校 高小 5 5A 馮靖貽 良好獎 
P510  台山商會學校 高小 5 5C 曾嘉嵐 良好獎 
P602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6 6B_趙倩雯_繪本 良好獎 
P608  坪石天主教小學 高小 6 6D_阮光輝、陳癸全 良好獎 
P612  台山商會學校 高小 6 6A 曾澤彤 良好獎 
P615  台山商會學校 高小 6 6B 陳倩 良好獎 
P618  佛教榮茵學校 高小 6 6A 汪雪怡、趙樂怡、陳映宇、王嘉茹 良好獎 

另 ~積極參與獎 39 項 



  繪本  -  初中組 
作品編號 學校 參加者名單(班別/姓名) 參加項目 備忘 獎項 
SD-1 佛教正覺中學 劉亮秀 初中繪本 90    S06 冠軍 

SD-1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2D 李寶瑩 初中繪本 88 亞軍 

SD-1 佛教正覺中學 姚淑婷 初中繪本 75    S02 季軍 

SD-1 佛教正覺中學 陳櫻瑜 初中繪本 70    S03 優異 

SD-1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2C 翁建華 初中繪本 70 優異 

SD-1  佛教正覺中學 吳濤涓 初中繪本 68    S04 優秀 

SD-1 佛教正覺中學 陳韻琛 初中繪本 75    S05 優異 

SD-1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3A 林銘淇 初中繪本 71 優異 

SD-1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3A 廖曉瑩 初中繪本 61   優秀 

SD-1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3A 李宗融 初中繪本 61 優秀 

SD-1 藍田聖保祿中學 2B 凌穎兒 初中繪本 60 優秀 

SD-1 鳳溪第一中學 4A 陳偉傑 高中繪本 mark1.jpg 優秀 

SD-1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2C 劉維芬 初中繪本 53 積極參與獎 

SD-1 佛教正覺中學 吳婉儀 初中繪本 43    S01 積極參與獎 

 

繪本  -  幼稚園組 
作品編號 學校 參加者名單(班別/姓名) 參加項目 備忘 獎項 

KID 聖公會聖馬提亞堂肖珍幼稚園 K3 賴希妍 幼稚園組 83 優異 

KID St Peter’s Kindergarten 
STANLEY 

K3 曾慧儀 幼稚園組 66 優異 

 

2012 年 6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