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得獎名單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馮皓源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海龍王列車 一等獎

梁愷晴 小二 保良局世德小學 未來環保傷殘人士輪椅 二等獎

張嘉彥 小三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生活氣泡 二等獎

張凱婷 小三 民生書院小學 八爪廚餘中心 二等獎

許綽允 小四 香港培正小學 極速管道快運 二等獎

吳業霆 小六 英華小學 移動大廈 二等獎

張柏淳 中一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單車儲電徑 二等獎

周栩瑩 中一 聖保祿中學 「記憶」修復器 二等獎

賴卓怡 中二 英華女學校 捕夢網 二等獎

朱諾怡 中二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超級防撞彈跳功能車 二等獎

許漢銘 中二 張祝珊英文中學 科技革命改造局 二等獎

廖祐男 幼二 聖公會幼稚園 萬能時鐘機械人 三等獎

張海瑩 幼三 漢基國際學校 Rabbit Robot 三等獎

邱海銳 幼三 青衣商會天水圍幼稚園 回收軍團 三等獎

葉旨燊 小四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上午) 環保多一點，空氣不污染 三等獎

陳然樂 小四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會飛的未來世界 三等獎

范雲曦 小四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樹上的城市 三等獎

歐陽德橋 小五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往事機 三等獎

洪子揚 小五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環保電能車 三等獎

黃皓新 小五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基因MIX AND MATCH 三等獎

潘凱琳 小六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爆趣環保人 三等獎

蘇恩銘 小六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多功能禦寒鞋 三等獎

黃貝瀅 小六 聖公會基樂小學 隱形的無線救命裝置 三等獎

唐樂兒 小六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節省能源的世界(未來世界) 三等獎

鄭悅怡 中一 嘉諾撤聖心書院 i-Gear 三等獎

楊凱晴 中一 聖保祿中學 未來海底樹屋 三等獎

何芍韻 中二 聖保羅男女中學 植物轉化能源機 三等獎

李雪兒 中二 德望學校 City Breathing Machine 三等獎

黎兆偉、謝潁錞、張芯妍 中三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流動空氣質素及氣象測量系統 一等獎

張威華 中五 英皇書院 心血發電　自力更心 一等獎

朱逸浩、葉梓峰、姚誠鵠 中五 英皇書院 綠導能媒 一等獎

呂敏熹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環保節能吸濕器 二等獎

趙曼瑩、鄧明恩、黃學深 中五 迦密柏雨中學 漁夫之「補」 二等獎

胡仕琦 中五 聖保祿學校 金屬彩虹 二等獎

馮慶麟 中五 中華基金中學 分‧色 二等獎

洪斌軒 小六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棒棒冰 三等獎

姚心怡 小六 坪石天主教小學 聰明鑰匙扣 三等獎

趙靖晞 中二 協恩中學 盲人專利眼 三等獎

鄭雅霈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協助偏遠居民的簡易驗水方法 三等獎

劉焯楠 中五 中華基金中學 四面體井字棋 三等獎

胡仕琦 中五 聖保祿學校

胡仕琦 中五 聖保祿學校

馮慶麟 中五 中華基金中學

趙靖晞 中二 協恩中學

張澤民 / 文理書院 (香港)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

青少年創新成果競賽項目

英特爾英才獎

廣東科學中心專項獎

盲人專利眼

北京公益學學會科技創新獎

中鳴科學獎

金屬彩虹

分‧色

金屬彩虹

「我是科學家」科學探究增益活動



第29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得獎名單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張澤民 / 文理書院 (香港) 「我是科學家」科學探究增益活動 一等獎

梁志宏 /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為教學而設計的簡易3D打印機 (TinyBoy) 一等獎

黃德忠 /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環保磁力攪拌器 二等獎

劉子健 / 聖公會基孝中學 「魚」、「菜」共生 三等獎

鄭志康 /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COLOUR　MIXER　顏色混合器 三等獎

陳俊軒、孫凱茵 科學學會 聖公會基孝中學 「魚」、「菜」共生 一等獎

張文慧、簡佩雲、韓惠錦 創新科技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小小科學嘉年華 一等獎

許喬威、陳承軒、黃錦全 科學學會—漁務處 聖公會基孝中學 魚樂天地 一等獎

黎敬中、陳學弘、何家禮 科學團隊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科學週 一等獎

曾奕衡、江肇朗、譚皓程 科學學會 中華基金中學 植物標本採集和保存工作坊 一等獎

羅俊傑、梁浩程、陳灝雲 科學學會 中華基金中學 環境科學系列 一等獎

黃沚堯、莫慧心、柯愷明 科學及天文學會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科學鑒證實驗室的樂趣 二等獎

羅穎珩、黃智琛、盧琬程 and Technology Enhancem 中華基金中學 Green Guru - Fostering Sc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二等獎

陳錦萍、何苑宜、周衍鋒 創新科技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球」同存異 二等獎

馮柏樹、郭錦琳 科技學會 香港仔工業學校 3D無極限 二等獎

陳俊軒、孫凱茵 科學學會 聖公會基孝中學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十佳優秀科技輔導員

張澤民 文理書院 (香港)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中華基金中學、香港培正小學、觀塘功樂官立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基層賽事優秀組織單位獎 （排名不分先後）

省级優秀組織單位

科技輔導員創新項目

十佳科技實踐活動

魚菜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