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即時發佈 

2019 年 11 月 2 日 

香港測量師學會 

「構建『你』想尖沙咀」地區發展創作比賽 2019 頒獎禮 

揭曉最終得奬作品 展現尖沙咀無限可能 

為使年輕一代了解測量師在城市發展，尤其在活化、保育及重建中擔當的角色及貢獻，

同時鼓勵學生觀察和思考身邊社區的環境、政策和管理，帶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香

港測量師學會（學會）自 2 月起籌辦「構建『你』想尖沙咀」地區發展創作比賽 2019，

經歷招募、工作坊、導賞團、初選及面試，最終於 11 月 2 日假香港測量師學會舉行頒獎

禮，揭曉一眾奬項得主。 

本屆比賽共有來自 24 間中學，近 200 名中三至中六的學生報名參加，競爭十分激烈。最

後在眾多的 3D 模型及多媒體作品中，專業評審分別在兩個組別中評選出冠軍、亞軍、

季軍、優異獎及最具創意大奬多個奬項。 

本年度 3D 模型組別的冠軍由德望學校的宋珈盈、吳珈璉、林愛純及黃詩淇同學奪得，

她們的作品以火車鐵軌連繫不同空間，將開埠至今不同時期的尖沙咀重現大眾眼前。隊

伍特別以車站外形設計的歷史館為起點，以模擬火車路軌把地標連繫起來。開闊的草地

供遊人品嚐地道小食、底部透視的泳池讓遊人在獨特的角度欣賞海旁的日落美景。項目

更能將人車分隔，連接大廈二樓的火車橋設計亦有助提高物業價值，同時讓大眾感受一

個不一樣的尖沙咀。 

至於多媒體組別的冠軍則由德望學校的江巧遙同學奪得。她的影片以第一身視覺出發，

帶領觀眾彷如親身遊走於尖沙咀街頭。江同學的意念是把戶外博物館串連地標、古蹟與

展館，將尖沙咀打造成一個全方位的歷史及文化中心。她提議透過 AR 技術展示建築物

與街道從前的樣貌，重現老香港特色。短片中更示範了把墨寶投射在光影牆上，遊人可

與裝置進行互動。她還提議在海濱設計新的地標——以水族外牆環繞的兩層展館，透過

模擬場景分別重塑 20 世紀的藍煙囪貨倉碼頭與八九十年代的繁華鼎盛不夜城，作為戶

外博物館步行徑的起點。戶外博物館步行徑更以本土原生植物作綠化，並以乾淨能源營

運。整個規劃讓大眾在享受美食與購物樂趣的同時，能夠感受尖沙咀的歷史發展傳奇。 

是次活動頒奬禮很榮幸邀請到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梁家棟博士測量師擔任主禮嘉賓，他

表示︰「我們很高興地區發展創作比賽成為了學會年度標誌性活動，並樂見今屆有許多

創新及傑出的學生作品。我希望比賽能鼓勵學生關心地區的環境及管理問題，通過他們

的方式實踐香港可持續發展，構建每個人心目中的理想社區。」 



 

香港測量師學會副會長暨構建「你」想尖沙咀地區發展創作比賽 2019 籌委會主席趙錦

權測量師亦向各合作夥伴、贊助及支持機構和學會上下表示謝意︰「全賴各方的鼎力支

持，活動才得以順利舉行。我們今年的活動亦作出突破，包括新設數碼故事地圖工作坊，

並將數碼故事地圖作為比賽的新作品格式，為參賽者帶來一個更豐富的體驗。在此我再

度感激各學校及學生的踴躍參與，使比賽獲得巨大的成功。」 

比賽得奬作品由 11 月 3 日至 17 日於尖沙咀美麗華廣場一期二樓展出，相信通過欣賞同

學的作品，公眾可發掘城市發展的無限可能。 

 

得奬名單 

3D 模型組別 

冠軍/ 

最具創意大獎 

德望學校 

宋珈盈、吳珈璉、林愛

純、黃詩淇 

 

作品以火車鐵軌連繫不同空間，將開埠至

今不同時期的尖沙咀重現大眾眼前。 

亞軍/ 

最具創意大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梓軒、黃劭臻、楊溢

軒、梁瀚鈞 

 

團隊建議增設集購物、表演一體化的大型

商場，及善用地下空間為青年提供理想的

空間作短期居住之用。 



 

季軍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黃鈺童、林靖翹、謝沛

姸、陳保晴、周昕葆  

 

團隊以九龍公園為中心提出改革，以及興

建一條接駁西九文化區和九龍公園的隧

道，疏導該區人流。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葉景僖、陳天朗、葉柏

堅、張軒誠 

 

團隊將尖沙咀打造成一個環保商業遊客

區，計劃興建兩層地下城，擴大可用空

間。 

優異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鄭惠鳴、簡卓希、黃昊

朗、陸仲藍、錢鑄峰 

 

模型主體以泡沫板、木棍、橡皮等組成，

以呈現項目的內部結構及其與區內地標的

關連。 



 

優異獎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鍾昊洋、馬雋軒、黎子

菱、招泳、朱傑琛 

 

模型以環保為理念，建設一個創新並保留

特色情懷，融合不同需求的尖沙咀。 

優異獎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楊小鳳、盧霄陽、侯黛雯 

 

模型透過一系列商業、文化、社會和環境

方面的措施，使尖沙咀蛻變為一個便捷、

多元的地區。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羅暐琋、陳正言、劉晉

名、李明俊、羅栩冲、黎

昕昫 

 

模型以推廣地區歷史建築與文化、綠化區

內環境與提升可達度為目標。 

*優異獎得奬者排名不分先後。 

 



 

多媒體組別 

冠軍/ 

最具創意大獎 

德望學校 

江巧遙 

 

參賽者透過互動裝置與實物的交錯展示，

讓大眾感受不同年代的尖沙咀。 

（https://youtu.be/iltMl0aFpmU） 

亞軍/ 

最具創意大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章綿康、余柏安 

 

團隊影片以《末日》一曲貫穿，方案圍繞

「再創九龍公園」、「『進端』先導計劃」、

「『海、陸、空』經濟帶」及「知識探知

連線」。 

（https://youtu.be/SUL9-FjGvvY） 

季軍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梓軒、黃劭臻、楊溢

軒、梁瀚鈞 

 

團隊提議尖沙咀區融入新科技，如設置智

能垃圾桶及 5G 行動網絡以建設智慧城

市。 

（https://youtu.be/xwalkuLxtkI） 

https://youtu.be/iltMl0aFpmU
https://youtu.be/SUL9-FjGvvY
https://youtu.be/xwalkuLxtkI


 

優異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呂祖蔭、陳澤豫、陳朗

凡、甄祉瑋  

 

項目將市政局紀念花園旁建築改成展示香

港網絡及文化發展的旅遊區。 

（https://youtu.be/oNWE9YBsejI） 

優異獎 元朗公立中學 

關詠軒、莫恩銘、馮景

彥、鄧灝楓、張耀文 

 

團隊把尖沙咀分成 Modern Park 及古蹟

文化區兩個區域，令人享受現代化都市和

感受傳統文化兩方面。 

（https://youtu.be/V1l8O9k7ck0） 

優異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鄧可悅、賴姵伶  

 

透過影片提倡智慧城市，減少能源消耗同

時美化尖沙咀。 

（https://youtu.be/5cDm0qR8ZhU） 

https://youtu.be/oNWE9YBsejI
https://youtu.be/V1l8O9k7ck0
https://youtu.be/5cDm0qR8ZhU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歐蕙瑩 

 

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和地下網絡讓人們在區

內「打卡」，與大眾互動，也能得到獎

賞。 

（https://youtu.be/bcEQNBdY2ZE）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羅暐琋、陳正言、劉晉

名、李明俊、羅栩冲、黎

昕昫  

 

以推廣地區歷史建築與文化、綠化區內環

境與提升可達度為目標。 

（https://youtu.be/UxcnXq3LLto） 

*優異獎得奬者排名不分先後。 

 

公眾展覽詳情 

 「構建『你』想尖沙咀」地區發展創作比賽 2019 公眾展覽 

日期：  2019 年 11 月 3 至 17 日 

時間：  上午 11 時至晚上 10 時 

地點：  尖沙咀彌敦道 132 號美麗華廣場一期二樓 

展覽內容︰ 

1. 香港測量師學會展覽區︰介紹學會及測量師工作； 

2. 學生作品展覽區︰介紹「構建『你』想尖沙咀」地區發展創作比賽 2019，

並展出 8 個 3D 模型及 8 段多媒體影片的得奬作品。  

 

https://youtu.be/bcEQNBdY2ZE
https://youtu.be/UxcnXq3LLto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梁家棟博士測

量師致辭。 

  

香港測量師學會副會長暨構建「你」

想尖沙咀地區發展創作比賽 2019 籌

委會主席趙錦權測量師致辭。 

 

一眾嘉賓與學生出席活動頒獎禮。 

 

德望學校的宋珈盈、吳珈璉、林愛純

及黃詩淇同學同時獲得 3D 模型組別

的冠軍及最具創意大獎。 



 

 

德望學校的江巧遙同學獲得多媒體

組別的冠軍及最具創意大獎。 

 

圖片下載及得奬作品簡介請瀏覽︰http://bit.ly/2BQIPui 

詳情可瀏覽活動網址：http://www.hkis-createyourdistrict.comｊ 

 

-完- 

 

關於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是香港唯一依法例而設立的測量專業組織，成立於 1984 年，截至 2019 年 10 

月 11 日，會員人數達 10,692 人，其中專業會員佔 6,981 人。學會的工作主要是制訂專業服務

的標準，包括制訂專業守則、釐訂加入專業測量師行列的要求，並鼓勵會員透過持續專業進修

以增進專業技能。 

學會在政府訂定政策方面擔當重要的諮詢角色，並十分關注影響測量專業的事務。我們曾向政

府提供的意見包括樓宇僭建問題、樓宇安全運動、物業管理問題、城市規劃及發展策略、建築

質素和房屋問題，並就樓宇面積的量度標準發出指引。  

詳情請瀏覽官方網頁：http://www.hkis.org.hk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isofficial  

 

傳媒查詢，請聯絡：  
 
香港測量師學會企業傳訊部 
電話：+852 2526 3679  
傳真：+852 2868 4612  
電郵：media@hkis.org.hk 

紅亞洲推廣傳播有限公司 
Ms Carol Lee 
電話：2696 2969 / 9277 5272 
電郵：carol@redasi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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