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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獎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冼渼茵 吳穎藍 劉芳喆
黃偉倩
黃鍵聰

劇本-科學與生活 《「力」險記》

一等獎 澳門培正中學 Mio Tek Su Lei Cheok Kio Leong Ka Wun
Leong Chi Kuan
Cheong Weng In

劇本-健康生活 《可口不可樂》

一等獎 澳門培正中學 Lau Kit Cheng Lam Yik Yan Grace Sam Cheng Iao Leong Chi Kuan
Cheong Weng In

劇本-自然環境與生活 《生活小百科》

二等獎 澳門培正中學 江偉霆 黃雅瑄 陳弘毅
陳小欽
方秀娟

劇本-科學與生活 《彩虹橋》

三等獎 聖家學校 張銘軒 王文希 周曉樂 杜詠嵐 劇本-健康生活 《小心!沙門氏菌來了!》

三等獎 聖家學校 胡嘉妤 呂政陽 梁心瀠 譚敏珊 劇本-科學與生活 《保安大哥教你認識太空科技》

優異獎 培華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何洛彤 梁芯悠 胡潁文 容家皓 劇本-健康生活 《五大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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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獎 澳門培正中學 鄭嘉裕 趙樂旻 郭子瑜 楊宇恆 劇本-自定義主題 《温室效應與海平面上升的關係》

一等獎 培道中學 李晞汶 伍佩珊 譚愷迅
胡瓊
梁君濤

劇本-生物多樣性 《小汶回家記》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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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罩」住你》

二等獎 澳門培正中學 梁博睎 黃琳璍 宋林萱 陳健鴻 劇本-元宇宙 《開創新時代的元宇宙》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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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新生命的誕生》

二等獎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何瑋嵐 歐子瀅
陳淑婷
盧美恩

劇本-生物多樣性 《感悟之旅》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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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疫苗 《新冠疫苗~你打咗未?》

三等獎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甘開心 陳斯琪 蔡梓諾 張永泰 劇本-區塊鏈 《變色區塊鏈》

優異獎 澳門坊眾學校 施嘉茵 蔡鈺淋 吳偉民 劇本-疫苗 《年味》

優異獎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王茵茵 何曉婷 陳安妮 黃易行 劇本-生物多樣性 《生物大危機》

優異獎 澳門培正中學 黃樂鳴 殷子晴 陳健鴻 劇本-環保 《環保 I say》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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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為什麼要卸妝?》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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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碟豆花》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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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肥皂的功效》

優異獎 澳門培正中學 李思賢 梁茜茹 黃梓珊 楊宇恆 劇本-自定義主題 《碳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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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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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蒙着臉說個性》

一等獎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林嘉儀 黃婥伊 林麗盈
施偉銘
蘇嘉茵

劇本-自定義主題 《水耕好好玩》

一等獎 澳門培正中學 黃思華 王明睿 江禧源 楊宇恆 劇本-自定義主題 《鹽的秘密》

二等獎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盧樂遙 何蔓琦 關靖雯
歐健朗
蘇俊華

劇本-元宇宙 《進入元宇宙》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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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Sam Lost Home-Sam爾摩斯》

三等獎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秦婧雯 阮忻鈴 歐健朗 劇本-區塊鏈 《雲端上的世界》

三等獎 勞校中學 蔣嘉豪 歐陽源枝 孫戈明 劇本-自定義主題 《「萬能」的熱水》

三等獎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林咏詩 曾雯琳 崔芷晴 張永泰 劇本-環保 《環保「塑」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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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綠色冬奧製冰技術》

三等獎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陳亦彩 宋鳳梧 何珮碧 劇本-自定義主題 《貞健康偵探所》

優異獎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劉芷僮 劇本-生物多樣性 《那些在哭泣的生物》

優異獎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劉芷僮 劇本-元宇宙 《屬於我的世界—元宇宙》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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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自定義主題 《為什麼永動機不能實現?》

優異獎 勞校中學 張紀堯 張心瑜 陳棉棉 劉志堅 劇本-環保 《母親節禮物》

優異獎 勞校中學 梁敏華 程宏欣 劉澤美 孫戈明 劇本-自定義主題 《你不了解的VR原理》

優異獎 聖保祿學校 陳湘媛 Tamils She He 何家綿 彭永松 劇本-疫苗 《疫苗小課堂-冰清玉潔》

高中組 Sen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