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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01-AI Macau Anglican College Polasek, Vit
Chandra Conceicao Vieira

Da Silva, Veronica

Quartermain, Alexander

Sebastian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人工智慧

LS-V02-AI Macau Anglican College Pun, Ioi Hong Castillo, Jayden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人工智慧

LS-V03-AI 氹仔坊眾學校 何柏曦 何浩銘 鍾柏翹 何耀輝 影片-人工智慧

LS-V04-AI 氹仔坊眾學校 尹傳國 梁永康 陳柏熙 何耀輝 影片-人工智慧

LS-V05-AI 東南學校 鍾承均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人工智慧

LS-V06-AI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林進希 鍾芷薇 鍾日華 阮家豪 影片-人工智慧

LS-V07-AI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胡友裕 潘迪恆 影片-人工智慧

LS-V08-AI 澳門坊眾學校 李湘琪 張婧熙 吳偉民 影片-人工智慧

LS-V09-AI 澳門培正中學 李詠鎔 潘希桐 陳健鴻 影片-人工智慧

LS-V10-AI 澳門培正中學 霍思穎 黃琳驊 宋林萱 陳健鴻 影片-人工智慧

LS-V11-AI 培道中學 黎柏賢
楊劍榮

魏倩
影片-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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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12-IOT 東南學校 林子軒 高佩婷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物聯網

LS-V13-IOT 澳門培正中學 曾煒彬 譚淳太 葉聖哲 梁泳儀 影片-物聯網

LS-V14-IOT 澳門培正中學 任正皓 呂俊霆 曾卓謙 陳健鴻 影片-物聯網

LS-V15-IOT 澳門培正中學 何敏瑤 劉可唯 陳健鴻 影片-物聯網

LS-V16-IOT 澳門培正中學 黃樂鳴 殷子晴 陳健鴻 影片-物聯網

LS-V17-IOT 澳門培正中學 梁博睎 黃琳璍 宋林萱 陳健鴻 影片-物聯網

LS-V18-IOT 澳門培正中學 梁肇晴 霍思穎 陳謙穎 陳健鴻 影片-物聯網

LS-V19-IOT 鏡平學校(中學部) 周睿琳 林騰奕 陳逸基 影片-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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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20-BC Macau Anglican College Lok, Ka Hei (Lucian)
Lau, Chi Hin Brandon

(Brandon)
Lei, Tin Nok (Louis)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區塊鏈

LS-V21-BC 氹仔坊眾學校 王兆享 何為 甘浩輝 鄭桂初 影片-區塊鏈

LS-V22-BC 氹仔坊眾學校 梁宇灝 陳傲鋒 張恩誠 鄭桂初 影片-區塊鏈

LS-V23-BC 培道中學 趙家泓 劉威成 影片-區塊鏈

LS-V24-BC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甘開心 陳斯琪 蔡梓諾 張永泰 影片-區塊鏈

LS-V25-BC 澳門培正中學 曾煒彬 譚淳太 葉聖哲 梁泳儀 影片-區塊鏈

LS-V26-BC 澳門培正中學 魏語軒 伍穎臻 陳健鴻 影片-區塊鏈

LS-V27-BC 澳門培正中學 易沁禧 陳健鴻 影片-區塊鏈

LS-V28-BC 澳門培正中學 梁博睎 梁肇晴 黎穎 陳健鴻 影片-區塊鏈

LS-V29-BC 鏡平學校(中學部) 古雅文 余曉潼 詹穎妍
賴樂怡

楊明曄
影片-區塊鏈

LS-V30-BC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嘉淇 陸漪憧 影片-區塊鏈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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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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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影片類別—區塊鏈]
Video production-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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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31-Evo Macau Anglican College Wong Ieok Hei Hannah Leung, Natalie Cheukning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環保

LS-V32-Evo Macau Anglican College Zoe Carvalho Hoo
Caitlin Ross Lee

MacDonald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環保

LS-V33-Evo Macau Anglican College Chan, Chon Hei Hong, Argus Iat Hei Lei, Si Kin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環保

LS-V34-Evo 氹仔坊眾學校 甘潔瑩 陳佩瑜 陳伊菱 何耀輝 影片-環保

LS-V35-Evo 氹仔坊眾學校 丁子軒 李卓鴻 崔鼎奇 何耀輝 影片-環保

LS-V36-Evo 氹仔坊眾學校 孫衍泰 林凱欣 鄭桂初 影片-環保

LS-V37-Evo 培道中學 林梓洋 盧文軒 劉嘉敏 劉威成 影片-環保

LS-V38-Evo 培道中學 關珀如 英佩妍 宋俊霏 劉威成 影片-環保

LS-V39-Evo 粵華中學 張柏彥 施靖軒 殷柏泓 黃敏聰 影片-環保

LS-V40-Evo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陳安琪 謝沛伽 周思文 黃炫耀 影片-環保

LS-V41-Ev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三校 羅國盈 阮弘曦 鄭穎桐 梁頴詩 影片-環保

LS-V42-Ev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何芯茹 張詠琪 王善瞳
黎永健

何幸邦
影片-環保

LS-V43-Ev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Matilde Neves dos Santos

Augusto
潘迪恆 影片-環保

LS-V44-Evo 澳門浸信中學 張海桐 梁婉茵 蔡嘉怡
司徒翊銘

雷志湧
影片-環保

LS-V45-Evo 澳門培正中學 潘希瑜 李華錚 萬秀英 陳健鴻 影片-環保

LS-V46-Evo 澳門培正中學 黃彥博 余樂賢 陳健鴻 影片-環保

LS-V47-Evo 澳門培正中學 陳姿櫻 蘇穎琳 陳健鴻 影片-環保

LS-V48-Evo 澳門培正中學 黃樂鳴 殷子晴 陳健鴻 影片-環保

LS-V49-Evo 澳門培正中學 魏子諾 曾子宸 陳健鴻 影片-環保

LS-V50-Evo 澳門培正中學 廖柏霖 呂俊霆 陳建鴻 影片-環保

LS-V51-Evo 澳門培正中學 梁靖怡 石美欣 石美婷 高泳詩 影片-環保

LS-V52-Evo 澳門培正中學 徐樂家 張善甯 陳倩樺 高泳詩 影片-環保

LS-V53-Evo 澳門培正中學 劉子堃 羅正平 陳晉旭 高泳詩 影片-環保

LS-V54-Evo 澳門培正中學 黃穎謙 李嘉晉 梁浩然 高泳詩 影片-環保

LS-V55-Evo 澳門培正中學 莫梓瑜 何德賢 吳潁桐 高泳詩 影片-環保

LS-V56-Evo 澳門培正中學 鍾欣瞳 高芷喬 周子喬 高泳詩 影片-環保

LS-V57-Evo 澳門培正中學 林敬昕 黎正楠 魏靖喬 高泳詩 影片-環保

LS-V58-Evo 澳門培正中學 莊天瑜 梁凱妍 馮芷穎 梁泳儀 影片-環保

LS-V59-Evo 澳門培正中學 趙康瑤 張蔚蕎 梁泳儀 影片-環保

LS-V60-Evo 澳門培正中學 黃凱琳 王雯靖 朱安祁 容家俊 影片-環保

LS-V61-Evo 澳門培正中學 何穎兒 鄧熹桐 梁泳儀 影片-環保

LS-V62-Evo 澳門培正中學 葉佩淇 劉曉蓓 梁泳儀 影片-環保

LS-V63-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陳嘉培 吳希怡 吳健明 影片-環保

LS-V64-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陸奕行 徐靖雯 蔡妤恩 陸漪憧 影片-環保

LS-V65-Evo 鏡平學校(中學部) 李曉晴 梁穎軒 施曄堂 陸漪憧 影片-環保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影片類別—環保]
Video produc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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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66-Bio Macau Anglican College Alicia Lei Anice Mateus De Jesus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67-Bio Macau Anglican College Chang, Rachel
Da Silva Nogueira Smith,

Gabriela
Mora, Carolina Gina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68-Bio 氹仔坊眾學校 麥子琪 鄧芷昕 呂雅玲 鄭桂初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69-Bio 氹仔坊眾學校 張文希 仼冠豪 鄭桂初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0-Bio 氹仔坊眾學校 高艷菁 趙芷晴 何耀輝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1-Bio 氹仔坊眾學校 施芷嫣 廖晴怡 李政東 何耀輝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2-Bio 氹仔坊眾學校 李恩錡 傅雅琳 禤浩銘 何耀輝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3-Bio 氹仔坊眾學校 李幸曈 梁真銘 蔡學倫 何耀輝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4-Bio 氹仔坊眾學校 張芷琪 謝樂欣 鄭桂初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5-Bio 培道中學 黃叡政 楊晞霖 甘海琳 劉威成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6-Bio 培道中學 林芷晴 陳凱宜 梁羨亭 梁君濤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7-Bio 培道中學 林芷萱 熊昕潼 黎家言 粱朝軍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8-Bio 培道中學 羅芷均
楊劍榮

魏倩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79-Bio 培道中學 董一言
楊劍榮

魏倩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0-Bio 新華學校 陳俊諭 張焯彬 黃梓峰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1-Bio 新華學校 郭善兒 何子聰 葉曉彤
杜兆麟

林晉銘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2-Bio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王茵茵 何曉婷 陳安妮 黃易行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3-Bi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陳蔚茵 梁思勤 陳卓恆
何珮碧

施美姍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4-Bi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李芷晴 廖沁慧 鄭紫悠
何珮碧

施美姍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5-Bio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梁曉柔 陸家文 鄧紫晞
何珮碧

施美姍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6-Bio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王予晴 郭曉晴 Miss Olivea Lou,Lou Mei Ian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7-Bio 澳門培正中學 盧詠欣 陳健鴻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8-Bio 澳門培正中學 許彰善 陳健鴻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89-Bio 澳門培正中學 張力昕 黃子容 賴心櫻 高泳詩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0-Bio 澳門培正中學 楊梓涵 林巧欣 李凱琳 高泳詩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1-Bio 澳門培正中學 鄭美華 陳昕曈 黃寶瑩 高泳詩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2-Bio 澳門培正中學 鄭映澄 譚文菁 高泳詩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3-Bio 澳門培正中學 莫梓瑜 何德賢 吳潁桐 高泳詩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4-Bio 澳門培正中學 陳穎希 蘇凱晴 陳健鴻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5-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曾雅琪 林佩彤 吳建明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6-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甘梓康 吳昊桐 洪梓建 吳健明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7-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劉泳曦 甘啓亨 鍾詩海 吳健明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8-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吳銀婷 陳裕恆 許錦澎 吳健明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99-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吳希翹 蔡筱妍 影片-生物多樣性

LS-V100-Bio 鏡平學校(中學部) 古雅文 余曉潼 詹穎妍
賴樂怡

楊明曄
影片-生物多樣性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影片類別—生物多樣性]
Video production-Biologic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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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101-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Tan, Jie Xin Chloe Kou, Hoi Ian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02-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Lam Pui Kit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03-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Wong, Cheng Man Chow, Hio Lam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04-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Leong, Hang Io (Jade) Lao, Chi Cheng Vienna Chang, Chi Tong (Kuromi)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05-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Widjaja, Ricardo Ma, Kai Yeung (Kyle) Wong, Adrian Ming Kan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06-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Ao Dioko, Sebastian

Anthony

Kim Muraishi, Kenju

Matteo
Lo, Hou Tong Gilbert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07-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Ho, On I (Kailey) Lai, Lok (Jessie)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08-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Leong, On Nei (Jessica) Ng, Hio I (Milena)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09-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Chui Togashi, Kana

Michaelle (Kana)
Hingorani, Harprita Lao, Si Kei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10-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Lei, Chio Hong (Clinton)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11-Meta Macau Anglican College Ip, Wan Na Vat, Ming Hei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元宇宙

LS-V112-Meta 氹仔坊眾學校 陳依彤 陳麗詩 黃宛穎 鄭桂初 影片-元宇宙

LS-V113-Meta 氹仔坊眾學校 朱潔琳 王思文 鄧凱琳 鄭桂初 影片-元宇宙

LS-V114-Meta 氹仔坊眾學校 梁蘇豪 何錦賢 薛博文 鄭桂初 影片-元宇宙

LS-V115-Meta 氹仔坊眾學校 林晉宇 孫嘉彥 蘇家銘 何耀輝 影片-元宇宙

LS-V116-Meta 氹仔坊眾學校 曾曉雯 梁善欣 容怡 何耀輝 影片-元宇宙

LS-V117-Meta 氹仔坊眾學校 梁銘源 余正賢 吳安琪 鄭桂初 影片-元宇宙

LS-V118-Meta 氹仔坊眾學校 施智森 黃紀寧 梁潁彤 鄭桂初 影片-元宇宙

LS-V119-Meta 東南學校 鄭兆輝 趙倚華 鍾碧如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元宇宙

LS-V120-Meta 培道中學 梁茵桐 岑俞瑩
楊劍榮

魏倩
影片-元宇宙

LS-V121-Meta 菜農子弟學校 段映希 蘇嵐 羅明哲
袁樹浩

陳惠美
影片-元宇宙

LS-V122-Meta 菜農子弟學校 朱映霖 蔡晶鍁 施青怡
王頴怡

張麗芝
影片-元宇宙

LS-V123-Meta 粵華中學 黃柏豪 杜孝文 何俊彥 黃敏聰 影片-元宇宙

LS-V124-Meta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余希蕎 李詠琳 岳曉晴
黎烱康

詹志煒
影片-元宇宙

LS-V125-Meta 澳門培正中學 李嘉謙 李嘉桓 林珈豪 陳健鴻 影片-元宇宙

LS-V126-Meta 澳門培正中學 陳恩就 陳健鴻 影片-元宇宙

LS-V127-Meta 澳門培正中學 林若凡 陳健鴻 影片-元宇宙

LS-V128-Meta 澳門培正中學 許彰善 盧詠欣 陳健鴻 影片-元宇宙

LS-V129-Meta 澳門培正中學 謝一楠 陳健鴻 影片-元宇宙

LS-V130-Meta 澳門培正中學 梁博睎 黃琳璍 宋林萱 陳健鴻 影片-元宇宙

LS-V131-Meta 澳門培正中學 劉鎧魁 李弘博 裴啟正 高泳詩 影片-元宇宙

LS-V132-Meta 澳門培正中學 趙子謙 余宗軒 影片-元宇宙

LS-V133-Meta 澳門培正中學 曾煒彬 譚淳太 葉聖哲 梁泳儀 影片-元宇宙

LS-V134-Meta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泳妍 林啟興 影片-元宇宙

LS-V135-Meta 鏡平學校(中學部) 梁英媛 林啟興 影片-元宇宙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影片類別—元宇宙]
Video production-Metaverse

第 4 頁 確定名單/lsv/20220405/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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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V136-Cyb 氹仔坊眾學校 郭倩文 張芷柔 周詠渝 何耀輝 影片-網絡安全

LS-V137-Cyb 東南學校 李嘉峻 何斯淇 岑芷晴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網絡安全

LS-V138-Cyb 培道中學 羅凱悠 黎芷維
楊劍榮

魏倩
影片-網絡安全

LS-V139-Cyb 培道中學 周澤華 彭潤通 蘇智昊 劉威成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0-Cyb 粵華中學 David Lei Jayden cheong Paco Wong Alex Wong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1-Cyb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三校 古銘賢 歐陽浩賢 李敏芝 梁頴詩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2-Cyb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何家欣 劉靄瑤 吳芷晴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3-Cyb 澳門坊眾學校 吳海穎 陳佳文 吳偉民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4-Cyb 澳門坊眾學校 李湘琪 張婧熙 吳偉民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5-Cyb 澳門培正中學 張淑霖 伍穎臻 黃柏堯 余宗軒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6-Cyb 澳門培正中學 張天溢 吳家誠 余政豪 陳健鴻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7-Cyb 澳門培正中學 張敬泓 陳健鴻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8-Cyb 澳門培正中學 何君蕎 何諾臻 梁希晴 陳健鴻 影片-網絡安全

LS-V149-Cyb 澳門培正中學 李詠鎔 潘希桐 陳健鴻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0-Cyb 澳門培正中學 陳穎希 宋林萱 譚鎧宜 陳健鴻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1-Cyb 澳門培正中學 黃敏家 甘文茵 梁芷錤 高泳詩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2-Cyb 澳門培正中學 陳盈愷 余思晴 霍思霖 高泳詩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3-Cyb 澳門培正中學 張宇軒 馮一翹 陳天証 高泳詩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4-Cyb 澳門培正中學 吳愷晴 覃鈴芯 黎穎芯 高泳詩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5-Cyb 澳門培正中學 劉祖怡 譚子柏 高泳詩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6-Cyb 澳門培正中學 湛曉澄 蕭嘉穎 林曦晨 高泳詩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7-Cyb 澳門培正中學 胡諾恩 蕭悅晴 余宗軒 影片-網絡安全

LS-V158-Cyb 澳門培正中學 李栢翹 阮建行 李永雋 余宗軒 影片-網絡安全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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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3)

指導老師

Name of Instructor

主題

Theme

LS-V159-VC Macau Anglican College Chan, Derek Kwan Ho Lam, Cheng Hei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疫苗

LS-V160-VC Macau Anglican College Ho, Tsz Ching Mok, Ngan Teng Lei, Ut Peng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疫苗

LS-V161-VC Macau Anglican College Wong, Pok Wang Sou, Chi Long To, U Hin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疫苗

LS-V162-VC Macau Anglican College Chan, Chon Tai Wong, Hou Long Wan, Kai Hei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疫苗

LS-V163-VC Macau Anglican College Lei, Pak In
Ray Lau

Adrien Ebitner
影片-疫苗

LS-V164-VC 氹仔坊眾學校 廖子軒 黃皓嚴 鄭桂初 影片-疫苗

LS-V165-VC 氹仔坊眾學校 李偉俊 李雋銘 鄭桂初 影片-疫苗

LS-V166-VC 氹仔坊眾學校 陳思峻 朱國斌 梁雄森 何耀輝 影片-疫苗

LS-V167-VC 氹仔坊眾學校 李逸朗 李潤生 李振鴻 何耀輝 影片-疫苗

LS-V168-VC 氹仔坊眾學校 茹嘉濠 林子皓 王思朗 鄭桂初 影片-疫苗

LS-V169-VC 東南學校 藍斯敏 劉俊賢 相沛東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疫苗

LS-V170-VC 培華中學 吳煒迪 曾瑋程 胡慧君 影片-疫苗

LS-V171-VC 培道中學 林芷晴 陳凱宜 梁羨亭 梁君濤 影片-疫苗

LS-V172-VC 培道中學 陳穎鍶 陳翠芙 林芷萱 劉威成 影片-疫苗

LS-V173-VC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江紫晴 吳靜敏 白曉琳
黎永健

何幸邦
影片-疫苗

LS-V174-VC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黃子健 古穎霖 黃寶琪
施雅芳

謝啟師
影片-疫苗

LS-V175-VC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施曼莎 薛凱晴 李昀儒 影片-疫苗

LS-V176-VC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鄭婧彤 趙淨宜 陳嘉瑜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疫苗

LS-V177-VC 澳門浸信中學 區樂如 陳芷茵 湯邵蓉
司徒翊銘

雷志湧
影片-疫苗

LS-V178-VC 澳門培正中學 薛子榆 陳健鴻 影片-疫苗

LS-V179-VC 澳門培正中學 馬幸臨 龍彥俊 陳健鴻 影片-疫苗

LS-V180-VC 澳門培正中學 石美欣 李凱琳 陳健鴻 影片-疫苗

LS-V181-VC 澳門培正中學 鄭美華 陳健鴻 影片-疫苗

LS-V182-VC 澳門培正中學 曾希晴 鄔子寧 賴美昕 高泳詩 影片-疫苗

LS-V183-VC 澳門培正中學 林依澄 梁錦欣 羅詠誼 高泳詩 影片-疫苗

LS-V184-VC 澳門培正中學 何庭毅 唐柏琦 張浩陽
**請參加者確認指導老

師名稱
影片-疫苗

LS-V185-VC 澳門培正中學 林愷晴 劉鳳蘭 盧子玲 梁詠儀 影片-疫苗

LS-V186-VC 澳門培正中學 張奧琳 黃詩琪 甄鍶晴 梁泳儀 影片-疫苗

LS-V187-VC 鏡平學校(中學部) 崔天晴 林淑婷 陸漪憧 影片-疫苗

LS-V188-VC 鏡平學校(中學部) 劉靜涵 林雅誼 伍嘉儀 陸漪憧 影片-疫苗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影片類別—疫苗]
Video production-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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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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3)

指導老師

Name of Instructor

主題

Theme

LS-V189-Sef 東南學校 麥浩庭 陳義東 岑朗軒
譚錦輝

鄭蘭華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0-Sef 勞校中學 王峻豪 蕭泳嵐 關晉業
盧偉科

周玉珺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1-Sef 粵華中學 林俊朗 蔣文熙 李嘉聰 黃敏聰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2-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黃俊能 葉德榮 陳子聰
施雅芳

謝啟師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3-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林灝政 李卓熙 王洛琳 何珮碧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4-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王嘉緣 王樂雯 趙嘉裕
何珮碧

施美姍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5-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馬莎蓮娜 陳詠姿
何珮碧

施美姍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6-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王嘉誠 李浩威 劉家熙
何珮碧

謝啟師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7-Sef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李天茵 黃紫君 謝啟師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8-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李采恩 蕭文霏 陳鳳君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199-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朱庭影 李幸宜 何晞怡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0-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彭有家 陳穎璿 鄭嘉瑩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1-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張春敏 崔滈桐 王瑩瑩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2-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鄭凱曈 何佩妍 源潁欣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3-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陳嘉怡 歐陽彥頤 馮婉晴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4-Sef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吳詠晞 張嘉晴 陳曉玲
施偉銘

蘇嘉茵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5-Sef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吳日桐
盧美恩

鄭慧敏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6-Sef 澳門坊眾學校 譚嘉琪 謝珊琪 吳偉民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7-Sef 澳門浸信中學 周俊騰 楊國欽 張俊熙
司徒翊銘

雷志湧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8-Sef 澳門培正中學 曾煒彬 譚淳太 葉聖哲 梁泳儀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09-Sef 澳門培正中學 易沁禧 陳健鴻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0-Sef 澳門培正中學 盧詠欣 陳健鴻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1-Sef 澳門培正中學 梁博睎 梁肇晴 黎穎 陳健鴻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2-Sef 澳門培正中學 陳子翹 黃亦勤 陳鶴珣 周慧心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3-Sef 澳門培正中學 何君蕎 梁希晴 高泳詩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4-Sef 澳門培正中學 陳佑 梁浩然 馮逸賢 魏曉萍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5-Sef 澳門培正中學 吳庭熹 葉芷諾 賴卓堯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6-Sef 澳門培正中學 梁逸駿 韓博文 魏宇熙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7-Sef 澳門培正中學 莊天瑜 梁凱研 馮芷穎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8-Sef 澳門培正中學 李卓宇 黃冕 關樹銘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19-Sef 澳門培正中學 張淑霖 黃子懿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0-Sef 澳門培正中學 何星朗 林晉毅 廖胤溥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1-Sef 澳門培正中學 何承峻 何浩然 潘紹榮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2-Sef 澳門培正中學 張宇軒 陳天証 羅智祥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影片類別—自定義主題]
Video production-Self-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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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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3)

指導老師

Name of Instructor

主題

Theme

LS-V223-Sef 澳門培正中學 于立仁 李狄朗 杜展名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4-Sef 澳門培正中學 胡祖怡 黃冬攸 劉千悅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5-Sef 澳門培正中學 梁皓晴 劉可唯 蕭敏瑤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6-Sef 澳門培正中學 鄭嘉裕 趙樂旻 郭子瑜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7-Sef 澳門培正中學 郭芷璿 杜詠桐 鄭承熹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8-Sef 澳門培正中學 許馨元 黃海嵐 蔡思睿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29-Sef 澳門培正中學 李思賢 梁茜茹 黃梓珊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0-Sef 澳門培正中學 吳宇軒 施懿軒 陳柏諭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1-Sef 澳門培正中學 淩皓哲 陳軒賢 楊凱業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2-Sef 澳門培正中學 李心悅 吳坤壕 黃寶穎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3-Sef 澳門培正中學 林鉑洪 張子晗 樊曜銘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4-Sef 澳門培正中學 曾子俊 殷俊稀 賀君宇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5-Sef 澳門培正中學 伍行知 林璟程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6-Sef 澳門培正中學 張藝鐘 劉名瀚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7-Sef 澳門培正中學 胡溢朗 區丞竣 何柏毅 梁泳儀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8-Sef 澳門培正中學 吳宜霖 羅展祺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39-Sef 澳門培正中學 袁皓哲 鄺子軒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40-Sef 澳門培正中學 陳嘉怡 鄭詩樂 張卉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41-Sef 澳門培正中學 林裕彤 徐翊宏 曾澧謙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42-Sef 澳門培正中學 賈子驁 楊卓倫 何正維 楊宇恆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43-Sef 鏡平學校(中學部) 鍾正樑 何凱祺 崔天晴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44-Sef 鏡平學校(中學部) SHE HE ROMINA AYLEN 歐陽少奎 黃蘊芝 吳健明 影片-自定義主題

LS-V245-Sef 鏡平學校(中學部) 王志謙 戴宇騰 溫昊銘 吳健明 影片-自定義主題

2022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初中組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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