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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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銘聲 幼三 栢基國際幼稚園 水中「獨立屋」 三等獎

呂卓諺 幼三 根德園幼稚園 紙張回收環保車 三等獎

蘇冠倫 小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神奇筆 三等獎

李懿殷 小三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變形鐵器 三等獎

黎柏榮 小三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垃圾廢物回收機 三等獎

陳彥蒽 小六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末來的太空天地 三等獎

陳章迅 小六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機械蜂拯救隊 三等獎

張煒欣 小五 啟新書院 我家四棵樹 三等獎

黃晴恩 小三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未來城市 三等獎

黃欣淇 小五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HYBRID 燈泡 三等獎

謝皓而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健康餐具 三等獎

羅皓怡 小六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行為反省音樂機 三等獎

陳韋岐 中一 中華基金中學 衣櫃未來幻想畫 三等獎

陳凱婷 中二 粉嶺禮賢會中學 立體妝容打印機 三等獎

黃芷莜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超級萬能消毒細菌電話座 三等獎

溫寶盈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皮膚製造機 三等獎

蔡培琳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環保顏料製造機 三等獎

潘美琪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電之樹 三等獎

Devanshi Ketan Anandpara 中一 聖保祿學校 獵獵人器 三等獎

彭愷晴 中一 聖保祿學校 摩擦發電滑梯 三等獎

KAUR Prabhsharan 中一 聖保祿學校 美麗又環保的手機殼 三等獎

周浩恩 G8 優才(楊殷有娣) 書院 未來月球殖民地 三等獎

林子健 小五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蔬果蛋白酶 消化能力大比拼 一等獎

陸奕希 小五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兒童健康電腦椅 二等獎

葉寶瑩、蔡培琳、黃月亭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樹膠布 -- 利用聚合物作樹木腐朽菌藥物釋放介質的研究 一等獎

郭家輝、鄧浚軒、羅利怡 中五 裘錦秋中學（元朗） 磁懸浮-水平軸-旋扭式風力發電機 一等獎

林衍宏 中五 元朗商會中學 智能手機全景攝影自拍電動裝置 二等獎

胡志聰、魏可均、馮瀚偉 中四 英皇書院 留得鐵鏽在,不怕沒氫燒 二等獎

朱偉燊 中三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腦來電 二等獎

劉永豪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聰廁 二等獎

張舒恒 中二 聖公會李炳中學 益生鉛 二等獎

曾芷瑩 中五 聖保祿學校 「漆」彩繽紛 二等獎

羅雅雯 中五 中華基金中學 蟻蠅天敵何處尋？ 三等獎

何啟睿 中四 伯裘書院 混然光電 三等獎

鄭慧中 中五 拔萃女書院 線性時間表 三等獎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畫

青少年創新成果競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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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嘉鈴 中四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吃不源 創意之星

嚴爽 中三 荔景天主教中學 螢光棒+手機，地溝油無地匿！ 創意之星

黃安恩 中三 聖保祿學校 人造皮 創意之星

劉家碧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無氟勝有氟? 優秀創意獎

劉懷海 中三 中華基金中學 蕉皮產能 ─ 愈酵「乙醇」 優秀創意獎

烏馬 中一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藍牙即時翻譯阿拉伯文伊斯蘭帽 優秀創意獎

徐誌謙 中三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防低頭看手機警告器 優秀創意獎

張彥羚 中五 迦密柏雨中學 牛牛之火 可以燎原 優秀創意獎

賴健心 中五 粉嶺禮賢會中學 「光」明之路 優秀創意獎

梁運怡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茶葉去銅 優秀創意獎

李正培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鏡頭光學防霉系統 優秀創意獎

梁信 中二 聖士提反書院 防近視監察電腦屏幕距離警告器 優秀創意獎

姚懿育 中三 聖保祿學校 研究重用澱粉酶的方法 優秀創意獎

中華基金中學 物種延續齊推動，航種愛心互傳送 一等獎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環保磁力攪拌器推廣 一等獎

聖公會基孝中學 食出科普 一等獎

中華基金中學 神奇的石頭: 地質資源的探索 二等獎

聖公會基孝中學 「航」流襲港 二等獎

中華基金中學 導電墨水工作坊 三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展示二氧化碳之實驗活動 三等獎

劉子健老師 / 聖公會基孝中學 <成為STEM專家>的教學活動 一等獎

黃德忠老師 /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二氧化氮合成裝置 二等獎

廖德政老師 /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以社區科技實踐活動優化教與學的成效 三等獎

林衍宏 中五 元朗商會中學

蔡培琳、葉寶瑩、黃月亭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羅雅雯 中五 中華基金中學

林衍宏 中五 元朗商會中學

蔡培琳、葉寶瑩、黃月亭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胡志聰、魏可均、馮瀚偉 中四 英皇書院

中華基金中學

劉子健老師 / 聖公會基孝中學

留得鐵鏽在,不怕沒氫燒

中鳴科學獎

曾樂心、李詠嵐、楊羡瑤

智能手機全景攝影自拍電動裝置

樹木創可貼

蟻蠅天敵何處尋？

智能手機全景攝影自拍電動裝置

樹木創可貼

邵譯霆、陳煥楷、夏偉恩

余海嘉、呂信慧、陳奕彤

<成為STEM專家>的教學活動

青少年科技創意作品

茅以升科學技術獎

高士其科普獎

星光創新思維獎

英特爾英才獎

十佳科技活動實踐活動

岑佩恒、陸清蕙、陳佑宸 物種延續齊推動，航種愛心互傳送

十佳科技輔導員

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科技輔導員創新項目

王倩兒、蕭明心、黃炳強

文梓浚、苗鈞皓、胡梓陽

岑佩恒、陸清蕙、陳佑宸

張靖、關鎔笙、吳煜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