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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01-AI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曹炎星 李家豪 蕭昊賢 趙承恩 影片-人工智慧

SS-V02-AI 氹仔坊眾學校 吳嘉越 韋善翔 許瑞文 鄭桂初 影片-人工智慧

SS-V03-AI 勞校中學 毛衍亮 顏成志 羅梓軒 劉志堅 影片-人工智慧

SS-V04-AI 勞校中學 劉欣 盧曉彤 周嘉盈 劉志堅 影片-人工智慧

SS-V05-AI 勞校中學 戴立德 孫浩朗 陳晴兒 周玉珺 影片-人工智慧

SS-V06-AI 勞校中學 陳偉泓 吳嘉鑫 陳日朗 孫戈明 影片-人工智慧

SS-V07-AI 勞校中學 施煒 古嘉慧 鍾英琳 周玉珺 影片-人工智慧

SS-V08-AI 勞校中學 黃嘉瑋 黃婉雯 張兆禧 周玉珺 影片-人工智慧

SS-V09-AI 勞校中學 黃寶儀 影片-人工智慧

SS-V10-AI 新華學校 林智堅 葉佩琪 陳灝俊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人工智慧

SS-V11-AI 澳門培正中學 張芸熙 阮曉明 劉朗晴 陳健鴻 影片-人工智慧

SS-V12-AI 澳門培正中學 周雨萱 鄭啟源 彭天熙 影片-人工智慧

SS-V13-AI 澳門培正中學 魏智誠 黃淨熙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人工智慧

SS-V15-AI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凱澤 伍嘉惠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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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16-IOT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蘇海媚 趙承恩 影片-物聯網

SS-V17-IOT 東南學校 羅焯瑜 江旭芊 羅焯欣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物聯網

SS-V18-IOT 勞校中學 尤嘉婷 官穎鳴 張智謙 劉志堅 影片-物聯網

SS-V19-IOT 勞校中學 毛衍亮 顏成志 羅梓軒 劉志堅 影片-物聯網

SS-V20-IOT 勞校中學 林翊霆 李銘滔 黃俊彬 周玉珺 影片-物聯網

SS-V21-IOT 粵華中學 繆宇軒 郭浩翔 陳盛斌 黃敏聰 影片-物聯網

SS-V22-IOT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古慧琪 黎燕姿 盧斯朗 張永泰 影片-物聯網

SS-V23-IOT 澳門培正中學 黃淨熙 魏智誠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物聯網

SS-V24-IOT 澳門培正中學 麥軒朗 秦學進 周慧心 影片-物聯網

SS-V25-IOT 鏡平學校(中學部) 鍾軒佑 許銘睿 翁國圍 蔡鏢 影片-物聯網

SS-V27-IOT 鏡平學校(中學部) 王杏 陳小冰
賴樂怡

楊明曄
影片-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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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28-BC 勞校中學 黃之杰 伍穎琪 何永熙 孫戈明 影片-區塊鏈

SS-V29-BC 勞校中學 黃志軒 趙均浩 黃志昊 影片-區塊鏈

SS-V30-BC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陳玄愷 孫偉霖 李少麟 張永泰 影片-區塊鏈

SS-V31-BC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吳子聰 吳顯揚 何梓軒 張永泰 影片-區塊鏈

SS-V32-BC 澳門浸信中學 洪梓峰
許頴賢

吳啟鋒
影片-區塊鏈

SS-V33-BC 澳門培正中學 黃淨熙 魏智誠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區塊鏈

SS-V34-BC 澳門培正中學 劉梓毅 柳芷君 周慧心 影片-區塊鏈

SS-V35-BC 鏡平學校(中學部) 陳文聰 伍祈安 洪嘉杰 梁健强 影片-區塊鏈

SS-V36-BC 鏡平學校(中學部) 李翊旻 古志恒 陳逸基 影片-區塊鏈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人工智慧]
Video produc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物聯網]
Video production-Internet of Things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區塊鏈]
Video production-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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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37-Evo 氹仔坊眾學校 黃思露 馮曉祺 劉穎珊 鄭桂初 影片-環保

SS-V38-Evo 氹仔坊眾學校 王珈嘉 譚泳怡 蔣洛沂 鄭桂初 影片-環保

SS-V39-Evo 氹仔坊眾學校 廖子熙 梁鈞澎 黃奕希 何耀輝 影片-環保

SS-V40-Evo 氹仔坊眾學校 鄭凱云 鐘睿珮 鐘睿瑤 何耀輝 影片-環保

SS-V41-Evo 東南學校 歐陽佩瑩 梁瑋晴 黃曉毅
鄭蘭華

吳永荃
影片-環保

SS-V42-Evo 培道中學 賀浠汶 潘泳彤 盧艷欣
楊劍榮

魏倩
影片-環保

SS-V43-Evo 勞校中學 劉尚賢 葉海晴 林萍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44-Evo 勞校中學 高凱盈 蔡嘉俊 施芷晴 劉志堅 影片-環保

SS-V45-Evo 勞校中學 張紀堯 張心瑜 陳棉棉 劉志堅 影片-環保

SS-V46-Evo 勞校中學 毛衍亮 顏成志 羅梓軒 劉志堅 影片-環保

SS-V47-Evo 勞校中學 馮曉辰 何慧恩 林思穎 劉志堅 影片-環保

SS-V48-Evo 勞校中學 許梖棋 翁澤明 林煒然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49-Evo 勞校中學 藍潔怡 歐彩媛 鍾慧敏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50-Evo 勞校中學 陳香香 鍾卓穎 黃曉晴 影片-環保

SS-V51-Evo 勞校中學 吳靜雯 李靖慧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52-Evo 勞校中學 陳祉霖 林紀君 黃麗娟 孫戈明 影片-環保

SS-V53-Evo 勞校中學 余梓鈴 吳倩瑩 郭綺琪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54-Evo 勞校中學 戴立德 孫浩朗 陳晴兒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55-Evo 勞校中學 陳城堅 楊文祺 劉德暉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56-Evo 勞校中學 何彥婷 林敏儀 陳家豪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57-Evo 勞校中學 周嘉俊 羅智軒 韓子龍 周玉君 影片-環保

SS-V58-Evo 勞校中學 鄭承聰 黃海峰 鄧裕永 周玉君 影片-環保

SS-V59-Evo 勞校中學 李子鵬 陳月明 阮桐 影片-環保

SS-V60-Evo 勞校中學 劉瑞瑩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61-Evo 勞校中學 文晉傑 何文謙 林楓恆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62-Evo 勞校中學 關紹潔 顏超誼 佐佐木英美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63-Evo 勞校中學 蕭麗婷 劉紫萱 陳泳詩 影片-環保

SS-V64-Evo 勞校中學 王嘉慧 周玉珺 影片-環保

SS-V65-Evo 菜農子弟學校 施心盈 林敏婷 莊少齊 黎鈞陶 影片-環保

SS-V66-Evo 粵華中學 何家齊 繆宇軒 陳盛斌 黃敏聰 影片-環保

SS-V67-Evo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黃柏誠 影片-環保

SS-V68-Evo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林咏詩 曾雯琳 崔芷晴 張永泰 影片-環保

SS-V69-Ev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鄭曉東 余澤昊 黃釗盛
黎永健

何幸邦
影片-環保

SS-V70-Evo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林沛誼 影片-環保

SS-V71-Evo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徐嫄慈 曾詠霖 陳保鈞 影片-環保

SS-V72-Evo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鄧愷潁 施詠茵 何虹靜 譚綺琪 影片-環保

SS-V73-Evo 廣大中學 羅梓峻 符仕 林衍成 杜健康 影片-環保

SS-V74-Evo 澳門坊眾學校 李紫葶 謝珊怡 吳偉民 影片-環保

SS-V75-Evo 澳門培正中學 邵琪俊 李詠琳 黃文欣 楊宇恆 影片-環保

SS-V76-Evo 澳門培正中學 陳紫詠 張言銘 方良宇 陳健鴻 影片-環保

SS-V77-Evo 澳門培正中學 黃淨熙 魏智誠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環保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環保]
Video produc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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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78-Evo 澳門培正中學 曾子樂 羅焌庭 馮佑楠 陳小欽 影片-環保

SS-V79-Evo 澳門培正中學 林芯賢 馮凱彤 梁敬心 陳健鴻 影片-環保

SS-V80-Evo 澳門培正中學 林諾賢 吳粲然 甄鍶晴 梁泳儀 影片-環保

SS-V81-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李志權 曾泓傑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環保

SS-V82-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凱澤 伍嘉惠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環保

SS-V83-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黃樂浠 金嘉豪 阮琳納 梁健強 影片-環保

SS-V84-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王杏 陳小冰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環保

SS-V85-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鍾詩琳 顏佩瑤 張泳姿 林啟興 影片-環保

SS-V86-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劉映彤 蔡嘉慧 羅泳怡 林啟興 影片-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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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87-Bio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趙穎雯 古美宜 馬茗燕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88-Bio 氹仔坊眾學校 鄭嘉雯 徐澤鏗 潘子濠 鄭桂初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89-Bio 氹仔坊眾學校 溫程文 施彥呈 歐家欣 鄭桂初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0-Bio 氹仔坊眾學校 張靖茵 莊曉琳 李嘉欣 何耀輝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1-Bio 東南學校 陳海琪 戚澤麟 陳寶茵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2-Bio 培道中學 李靖言 楊雪晴 楊雪藍
楊劍榮

魏倩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3-Bio 培道中學 李文浩 粱耀明 黃碩文
梁朝軍

謝文琪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4-Bio 教業中學 蔡家威 梁藝倬 卓謝檸珉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5-Bio 勞校中學 童詩瀅 劉沁宜 勞美華 周玉珺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6-Bio 勞校中學 戴立德 孫浩朗 陳晴兒 周玉珺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7-Bio 勞校中學 黃嘉瑋 黃婉雯 張兆禧 周玉珺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8-Bio 勞校中學 羅卓城 伍兆良 謝禮鴻 周玉珺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99-Bio 粵華中學 郭君明 羅敏顥 鄺健朗 黃敏聰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0-Bio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翁幸盈 陳嘉琦 劉子慧 張永泰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1-Bi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侯昕妍 李詠欣
黎永健

何幸邦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2-Bi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鍾佳妮 吳詩婷 胡寶輝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3-Bio 澳門培正中學 蔡彥蕎 嚴嘉欣 許立知 楊宇恆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4-Bio 澳門培正中學 黃淨熙 魏智誠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5-Bio 澳門培正中學 郭頌欣 朱嘉駿 梁泳儀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6-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阮琳納 黃樂浠 韓智成 梁健強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7-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凱澤 伍嘉惠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生物多樣性

SS-V108-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劉映彤 蔡嘉慧 羅泳怡 林啟興 影片-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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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109-Meta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甘文樂 羅梓恆 黃家健 趙承恩 影片-元宇宙

SS-V110-Meta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吳凌高 佘錦培 林童杰 趙承恩 影片-元宇宙

SS-V111-Meta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郭銘陽 鄧海嵐 趙承恩 影片-元宇宙

SS-V112-Meta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陳嘉茵 蘇海媚 趙承恩 影片-元宇宙

SS-V113-Meta 氹仔坊眾學校 區學文 林家銘 林舒晨 鄭桂初 影片-元宇宙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元宇宙]
Video production-Metaverse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環保]
Video produc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生物多樣性]
Video production-Biologic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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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114-Meta 氹仔坊眾學校 林善智 李健烽 梁峻源 鄭桂初 影片-元宇宙

SS-V115-Meta 氹仔坊眾學校 吳汶樺 鄭桂初 影片-元宇宙

SS-V116-Meta 氹仔坊眾學校 鄧慧盈 蔡希怡 廖子晴 何耀輝 影片-元宇宙

SS-V117-Meta 東南學校 李子暄 鄭汶傑 張瑩瑩
鄭蘭華

吳永荃
影片-元宇宙

SS-V118-Meta 培道中學 謝宛錡 馮咏 楊芷瑤
劉威成

金鑫
影片-元宇宙

SS-V119-Meta 培道中學 王宏軒
楊劍榮

魏倩
影片-元宇宙

SS-V120-Meta 勞校中學 張嘉敏 吳芷瑩 古洛兒 劉志堅 影片-元宇宙

SS-V121-Meta 勞校中學 郭晉豪 黃渼婷 唐嘉南
周玉珺

孫戈明
影片-元宇宙

SS-V122-Meta 勞校中學 劉欣 盧曉彤 周嘉盈 劉志堅 影片-元宇宙

SS-V123-Meta 勞校中學 歐浚麗 呂怡婧 岑思穎 周玉珺 影片-元宇宙

SS-V124-Meta 勞校中學 洪佩佩 關曉慧 勞綺嬅 周玉珺 影片-元宇宙

SS-V125-Meta 勞校中學 梁栢傑 黃維健 戴立德 周玉珺 影片-元宇宙

SS-V126-Meta 勞校中學 陳卓恒 鄭敬霖 王威業 孫戈明 影片-元宇宙

SS-V127-Meta 勞校中學 梁皓俊 梁偉業 梁德明 周玉珺 影片-元宇宙

SS-V128-Meta 勞校中學 陳嘉英 黃浩源 趙力恆 孫戈明 影片-元宇宙

SS-V129-Meta 勞校中學 楊家俊 王明俊 呂俊瑋 周玉珺 影片-元宇宙

SS-V130-Meta 勞校中學 楊惠勛 袁明儀 周玉珺 影片-元宇宙

SS-V131-Meta 勞校中學 何奇晉 黃鈺瑩 黃傲煒 周玉珺 影片-元宇宙

SS-V132-Meta 勞校中學 何富康 黃鴻基 黃弘澤 周玉珺 影片-元宇宙

SS-V133-Meta 新華學校 黃文婷 余珞枳 李棕楷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元宇宙

SS-V134-Meta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郭悠 林琳 林安妮 黃易行 影片-元宇宙

SS-V135-Meta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崔澤恆 黃政霖 朱嘉楊 施雅芳 影片-元宇宙

SS-V136-Meta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徐嫄慈 曾詠霖 陳保鈞 影片-元宇宙

SS-V137-Meta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盧樂遙 何蔓琦 關靖雯
歐健朗

蘇俊華
影片-元宇宙

SS-V138-Meta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陳曉賢 尤子軒 林偉澤 李少明 影片-元宇宙

SS-V139-Meta 澳門培正中學 劉儷寧 鄭善云 黎曉穎 周慧心 影片-元宇宙

SS-V140-Meta 澳門培正中學 黃淨熙 魏智誠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元宇宙

SS-V141-Meta 澳門培正中學 梁茵彤 譚荻霏 黃詩湲 梁泳儀 影片-元宇宙

SS-V142-Meta 澳門培正中學 梁仕暢 陳健鴻 影片-元宇宙

SS-V143-Meta 鏡平學校(中學部) 黃鴻濱 曾浚銘 梁凱歌 蔡鏢 影片-元宇宙

SS-V144-Meta 鏡平學校(中學部) 阮琳納 黃樂浠 韓智成 梁健強 影片-元宇宙

SS-V145-Meta 鏡平學校(中學部) 陳文聰 伍祈安 洪嘉杰 梁健强 影片-元宇宙

SS-V146-Meta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凱澤 伍嘉惠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元宇宙

SS-V147-Meta 鏡平學校(中學部) 王杏 陳小冰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元宇宙

SS-V148-Meta 鏡平學校(中學部) 張佳樂 黃梓晴 洪珮華 林啟興 影片-元宇宙

隊伍/作品編號
所屬學校

Name of School

成員(1)

Name of team

Member(1)

成員(2)

Name of team

Member(2)

成員(3)

Name of team

Member(3)

指導老師

Name of Instructor

主題

Theme

SS-V149-Cyb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伍樂兒 盧國強 李俊傑 趙承恩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0-Cyb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MANGILIT, JEROME NIRON 蔡梓軒 趙承恩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1-Cyb 氹仔坊眾學校 麥芷欣 吳茵澳 曹佩瑩 何耀輝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2-Cyb 氹仔坊眾學校 伍啟源 張佳雯 譚穎彤 何耀輝 影片-網絡安全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元宇宙]
Video production-Metaverse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網絡安全 ]
Video production-Cyber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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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作品編號
所屬學校

Name of School

成員(1)

Name of team

Member(1)

成員(2)

Name of team

Member(2)

成員(3)

Name of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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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Name of Instructor

主題

Theme

SS-V153-Cyb 氹仔坊眾學校 李澤軒 歐子燁 何耀輝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4-Cyb 氹仔坊眾學校 林源殷 馮悦雯 何善瑤 鄭桂初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5-Cyb 東南學校 趙凱欣 郭曉盈 馬震霆
鄭蘭華

吳永荃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6-Cyb 勞校中學 劉曉晴 楊鎮遠 樊偉浩 劉志堅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7-Cyb 勞校中學 伍嘉媛 郭綺琳 黃寶盈 劉志堅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8-Cyb 勞校中學 葉卓騫 邱珮婷 許柳貞 劉志堅 影片-網絡安全

SS-V159-Cyb 勞校中學 許梖棋 郭晉豪 周玉珺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0-Cyb 勞校中學 黃柏傑 黃曉琳 徐曉琳 孫戈明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1-Cyb 勞校中學 李耀輝 黃康凱 馮嘉怡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2-Cyb 勞校中學 戴立德 孫浩朗 陳晴兒 周玉珺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3-Cyb 勞校中學 曹洪彬 譚海超 李汶峻 周玉珺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4-Cyb 勞校中學 洪振熺 龍梓城 王嘉杰 孫戈明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5-Cyb 勞校中學 黃海豐 洪賢 周玉珺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6-Cyb 慈幼中學 陸景堯 郭幸朗 薛旭朗
謝嘉茵

馮毅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7-Cyb 新華學校 凌肯 余寶紅 陳曉煜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8-Cyb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戴采君 戴慧琪
黎永健

何幸邦
影片-網絡安全

SS-V169-Cyb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梁康儀 李詠淇 黃芷晴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網絡安全

SS-V170-Cyb 澳門培正中學 黃淨熙 魏智誠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網絡安全

SS-V171-Cyb 澳門培正中學 劉思言 陳杞怡 陳可桐 影片-網絡安全

SS-V172-Cyb 澳門培正中學 梁茵彤 李思凝 張睎童 陳健鴻 影片-網絡安全

SS-V173-Cyb 鏡平學校(中學部) 顏佩瑤 鍾詩琳 鍾詩雨 林啟興 影片-網絡安全

SS-V175-Cyb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凱澤 伍嘉惠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網絡安全

SS-V176-Cyb 鏡平學校(中學部) 鍾軒佑 陳耀銘 鄒家浚 陳逸基 影片-網絡安全

隊伍/作品編號
所屬學校

Name of School

成員(1)

Name of team

Member(1)

成員(2)

Name of team

Member(2)

成員(3)

Name of team

Member(3)

指導老師

Name of Instructor

主題

Theme

SS-V177-VC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伍樂兒 盧國強 李俊傑 趙承恩 影片-疫苗

SS-V178-VC 氹仔坊眾學校 徐俊賢 肖斌 何逸東 鄭桂初 影片-疫苗

SS-V179-VC 氹仔坊眾學校 林彬宏 林鴻曦 郭嘉盈 鄭桂初 影片-疫苗

SS-V180-VC 東南學校 李子豪 趙文斌 黃景培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疫苗

SS-V181-VC 勞校中學 陳權威 楊樂俊 陳浩傑 劉志堅 影片-疫苗

SS-V182-VC 勞校中學 方皓軒 黃浩賢 張國政 周玉珺 影片-疫苗

SS-V183-VC 勞校中學 吳卓妍 梁子瑜 蘇詩淇 影片-疫苗

SS-V184-VC 勞校中學 翁佳寧 鄧洋洋 卓曉鎂 周玉珺 影片-疫苗

SS-V185-VC 勞校中學 戴立德 譚海超 曹洪彬 周玉珺 影片-疫苗

SS-V186-VC 勞校中學 孫智誠 鄧子華 孫戈明 影片-疫苗

SS-V187-VC 勞校中學 陳靜妍 方浩雯 孫戈明 影片-疫苗

SS-V188-VC 勞校中學 陳偉明 鄭家莉 林佩雯 周玉珺 影片-疫苗

SS-V189-VC 勞校中學 黃寶儀 影片-疫苗

SS-V190-VC 新華學校 尤嘉雯 翁雅詩 關穎婷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疫苗

SS-V191-VC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黃麗韻 張倩盈 梁安琪 影片-疫苗

SS-V192-VC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馮柏禮 曾玉瑩 梁伊琳 張永泰 影片-疫苗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網絡安全 ]
Video production-Cybersecurity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疫苗]
Video production-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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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作品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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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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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2)

Name of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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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3)

Name of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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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Name of Instructor

主題

Theme

SS-V193-VC 聖保祿學校 陳湘媛 Tamils She He 何家綿 彭永松 影片-疫苗

SS-V194-VC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徐嫄慈 曾詠霖 陳保鈞 影片-疫苗

SS-V195-VC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呂康妮 陳慧詩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疫苗

SS-V196-VC 廣大中學 蔡智澤 黃芷琪 杜健康 影片-疫苗

SS-V197-VC 澳門培正中學 張芸熙 阮曉明 劉朗晴 陳健鴻 影片-疫苗

SS-V198-VC 澳門培正中學 魏智誠 黃淨熙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疫苗

SS-V199-VC 澳門培正中學 郭頌欣 朱嘉駿 梁泳儀 影片-疫苗

SS-V200-VC 澳門培正中學 韋希敏 黃禧允 何雋瑤 陳健鴻 影片-疫苗

SS-V201-VC 鏡平學校(中學部) 李曉澄 張泳姿 顏佩瑤 林啟興 影片-疫苗

SS-V202-VC 鏡平學校(中學部) 陳小冰 黃熳 馮惠怡 影片-疫苗

SS-V203-VC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凱澤 伍嘉惠 蘇嘉雯
楊明曄

賴樂怡
影片-疫苗

隊伍/作品編號
所屬學校

Name of School

成員(1)

Name of team

Member(1)

成員(2)

Name of team

Member(2)

成員(3)

Name of team

Member(3)

指導老師

Name of Instructor

主題

Theme

SS-V204-Sef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梁煒星 吳文聰 蘇海媚 趙承恩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05-Sef 氹仔坊眾學校 汪旻琦 梁宇繽 關凱文 鄭桂初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06-Sef 東南學校 周詩雅 陳巧柔 鍾舒蔓
鄭蘭華

吳永荃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07-Sef 培道中學 韋瓔洋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08-Sef 培道中學 謝玉婷 馮思予 梁朝軍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09-Sef 培道中學 謝梓軒 張振豐
楊劍榮

魏倩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0-Sef 培道中學 洪端 黄凱霖 廖經遙 魏倩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1-Sef 培道中學 李尚衡 廖澤煇 周浩彥 魏倩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2-Sef 勞校中學 劉尚賢 葉海晴 林萍 周玉珺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3-Sef 勞校中學 李曉東 李嘉勝 吳妤格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4-Sef 勞校中學 曹欣恩 余汶雄 余汶蓮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5-Sef 勞校中學 陳洛瑤 黃家盈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6-Sef 勞校中學 何曉瑩 沈佩盈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7-Sef 勞校中學 何星運 甘嘉豪 官日軒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8-Sef 勞校中學 黃俊業 孔慶綽 吳嘉熙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19-Sef 勞校中學 蕭文傑 李明楊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0-Sef 勞校中學 楊智鈞 李嘉濠 龐富奇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1-Sef 勞校中學 伍偉華 潘偉恆 唐嘉南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2-Sef 勞校中學 梁兆榮 梁子康 鍾錫豪
盧偉科

周玉珺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3-Sef 勞校中學 毛衍亮 顏成志 羅梓軒 劉志堅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4-Sef 勞校中學 郭晉豪 許梖棋 劉家豪
周玉珺

盧偉亮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5-Sef 勞校中學 梁敏華 程宏欣 劉澤美 孫戈明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6-Sef 勞校中學 陳諾怡 許靜雯 黎嘉謙 孫戈明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7-Sef 勞校中學 黃嘉瑋 黃婉雯 張兆禧 周玉珺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8-Sef 勞校中學 關琪琪 雷美琪 談惠雯 孫戈明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29-Sef 勞校中學 孫嘉豪 施均衡 蘇澤棠 孫戈明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0-Sef 勞校中學 石夏騰 李君愛 何雯怡 孫戈明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1-Sef 菜農子弟學校 王麟 譚嘉華 黎亮 影片-自定義主題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疫苗]
Video production-Vaccine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自定義主題]
Video production-Self-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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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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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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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232-Sef 新華學校 丘宗仁 李坤軒 黎健昌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3-Sef 新華學校 潘昀希 王曉琪 孫浩文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4-Sef 新華學校 陳曼瑩 陳瑤珠 彭海鎣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5-Sef 新華學校 胡昕 蒲園林 葉咏思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6-Sef 粵華中學 黃嘉泓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7-Sef 聖保祿學校 陳鍬漩 林曉瑜 張凱童 彭永松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8-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黃鍇琳 張綺虹 戴芸璟
黎永健

何幸邦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39-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林灝政 李卓熙 王洛琳
何珮碧

謝啟師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0-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鄔嘉悅 余佩霖 劉依藍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1-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林洛儀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2-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林嘉儀 黃婥伊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3-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趙梓淇 梁靖兒 林曉鈺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4-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岑慧儀 譚詩恩 劉倩熙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5-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許凱婷 陳梓欣 林家晴
陳保鈞

施偉銘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6-Sef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盧藹琳 廖思穎 高藹欣
盧美恩

譚綺琪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7-Sef 澳門坊眾學校 林子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8-Sef 澳門坊眾學校 馮雅琳 曾羽凡 劉鈺盈 吳偉民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49-Sef 澳門浸信中學 廖芷澄 厲穎霖 黃巧桐
司徒翊銘

古光源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0-Sef 澳門培正中學 張博旼 周慧心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1-Sef 澳門培正中學 陳瀚霖 潘其位 鮑凱健 陳小欽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2-Sef 澳門培正中學 林煜翔 黃璽諾 魏曉萍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3-Sef 澳門培正中學 周家弘 許立知 陳俊希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4-Sef 澳門培正中學 鄭柏灝 霍展聰 陳政有 楊宇恒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5-Sef 澳門培正中學 唐皓陽 梁振東 孫同宇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6-Sef 澳門培正中學 吳詠嫣 黃浩珊 趙子睿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7-Sef 澳門培正中學 梁卓琳 伊藤加代子 雷靖琪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8-Sef 澳門培正中學 王琬斯 黃美麗 馮彥珊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59-Sef 澳門培正中學 陳芷穎 陳穎妍 黃馨倩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0-Sef 澳門培正中學 吳日希 何浩泓 劉俊良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1-Sef 澳門培正中學 吳笛 賀君潁 蕭聖桐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2-Sef 澳門培正中學 黃思華 王明睿 江禧源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3-Sef 澳門培正中學 魏智誠 黃淨熙 黃海姚 陳健鴻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4-Sef 澳門培正中學 謝宛珊 楊穎浠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5-Sef 澳門培正中學 鄭善云 劉儷寧 黎曉穎 楊宇恒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6-Sef 澳門培正中學 柳芷君 鄧賜恩 李詠琳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7-Sef 澳門培正中學 張若詩 戚錦柔 譚貯文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8-Sef 鏡平學校(中學部) 李曉澄 張泳姿 林啟興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69-Sef 鏡平學校(中學部) 周昕曈 王楚婷 林嘉瑜 蔡鏢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70-Sef 鏡平學校(中學部) 羅友成 蔡鏢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71-Sef 鏡平學校(中學部) 阮琳納 黃樂浠 韓智成 梁健強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72-Sef 鏡平學校(中學部) 梁嘉瑜 張佳樂 黃梓晴 林啟興 影片-自定義主題

SS-V273-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陳亦彩 宋鳳梧 何珮碧 影片-自定義主題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高中組 Senior

[影片類別—自定義主題]
Video production-Self-determined

第 7 頁 確定名單/ssv/20220329/v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