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獎名單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 作品名稱 獎項
朱彥霖 小四 拔萃女小學 Mind Mapping Machine 一等獎

何阡瑜 小五 香港培正小學 綠色環保樹 一等獎

莫梓諾 中三 恩主教書院 新型輕便代步器--氣墊鞋 Air Jet Roller 一等獎

黃彥 小一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會呼吸的綠色城市 一等獎

譚芷麒 小六 瑪利曼小學 減「廢」保寶 一等獎

鄭仲君 中一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環保空氣過濾發電塔 一等獎

鄭仲君 中一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空中國際衛生醫療中心 一等獎

梁煒樂 中一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百變環保扭計大廈 一等獎

李綽謙 小四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循環再用機器 二等獎

杜至人 小五 香港培正小學 時空穿梭門 二等獎

姚子晴 小六 香港培正小學 小小髮型師 二等獎

姜曼樺 小六 聖公會榮真小學 生物再造 二等獎

陳俊諺 幼三 維多利亞國際幼稚園(銅鑼灣) 美食機械大廚 二等獎

王浩洋 中二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水母子城 二等獎

彭宇韜 中二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沙漠<<溫泉>>渡假區 二等獎

劉友聖 中三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葉綠島充電城 二等獎

倫家瑋 小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地球保衛者神州八號 三等獎

劉凱淇 中二 協恩中學 H1N1 886 三等獎

江卓濠 幼三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清理垃圾機械狗 三等獎

王倩瑜 小四 香港培正小學 八爪魚衞星 三等獎

曾熙堯 小四 香港華人基督聯會真道書院 未來之都 三等獎

歐穎軒 小六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海上城市 三等獎

關昊嵐 幼二 啟思幼稚園 (九龍塘) 機械怪獸救地球 三等獎

黃昭蓉 中二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蒲公英殺菌器 三等獎

何芍韻 小四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環保流動花園 三等獎

江文瀚 小四 聖若瑟小學(下午校) 自由自在的未來 三等獎

曾希桐 中二 德望學校 克隆機器 三等獎

冨田 Yuki 幼三 德寶國際幼兒學校 超級家務機械猫 三等獎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 作品名稱 獎項
劉俊希 小六 香港培正小學 安全窗撐2010 一等獎

鍾天樂 中三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檔案守護者

CryptoDefender 一等獎

曾思晉 中四 迦密柏雨中學 Green Revolution - Biochar 綠色革命-生化炭 二等獎

施嘉榮 中六

劉卓謙 中六

陳凱誼 中六

龍智欣 中一 拔萃女書院

尋找最佳保存西蘭花

維生素C的方法 二等獎

伍梓均 中三

邱志成 中三

梁俊杰 中三

伍裕庭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血管顯影器 二等獎

梁頌軒 中三 香港仔工業學校 真人發聲色彩辨識器 二等獎

陳芷穎 中六 協恩中學 Removal of Cyanide from Healthy Product: FLAXSEED 三等獎

賴富偉 中六

謝耀進 中六

李安琪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烏龍茶提取物抑制

人類癌細胞的生長和繁殖 三等獎

司徒俊佳 中四

趙梓浩 中四

蔡一正 小六 香港培正小學 PC種子特攻機 三等獎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 作品名稱
劉俊希 小六 香港培正小學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

金屬的新衣 三等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神奇伸縮教學筆 三等獎

安全窗撐2010

青少年科技創新成果

廣東科學中心專項獎

迦密柏雨中學
Algae Hydrogen

藍藻救地球
二等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可攜型滾輪式切紙器 二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第25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獎名單

曾思晉 中四 迦密柏雨中學

學校 作品名稱 獎項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創意機械臂 二等獎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不同疾病之預防－從生活做起 二等獎

學校 作品名稱 獎項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化學科教學(詩、詞、曲、歌學化學) 一等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一切從豐年蝦開始 二等獎

學校 作品名稱 獎項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香港新高中物理科干涉及繞射教材套 一等獎

谷祖德

得獎老師

科技輔導員科教製作項目

李卓群

Green Revolution - Biochar 綠色革命-生化炭

得獎學會
創新科技組

公共衛生小組

得獎老師
潘永強

科技輔導員科技教育方案

科技實踐活動

基層賽事優秀組織單位獎(排名不分先後)

省級優秀組織單位獎

香港培正小學、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觀塘功樂官立中學、拔萃女小學、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