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林凱曈 小四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右忘憂器，左平安器 二等獎

 Kaur Prabhsharan 中二 聖保祿學校 Expecto Patronus 二等獎

黃月亭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盲人提款機 二等獎

呂卓昇 小一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樹屋 三等獎

尹蔚朗 小四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火星人的海底娛樂城 三等獎

周靄霖 幼三 保良局瀝源幼稚園暨幼兒園 營養轉換機械雞 三等獎

謝俊希 幼三 宣道會雷蔡群樂幼稚園 塑膠造紙機 三等獎

潘芊男 小三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圓筆機 三等獎

謝忻彤 小六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環保狗先鋒 三等獎

韓熙彤 小三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變形啫喱輪椅 三等獎

馮靖僖 中一 中華基金中學 明日城市 三等獎

鄺之懷 中一 中華基金中學 懸之城 三等獎

馮蔚 中二 聖保祿學校 泡泡交通工具 三等獎

吳晅翹 小六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蘑菇雨傘 三等獎

郭子逸 中二 聖保祿學校 物件搜尋器 三等獎

蘇健盈 小六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綠色大使 三等獎

鄔靜儀 中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交通意外後的復建 三等獎

甘梓彤 中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發電焚化爐 三等獎

周可妮 小六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揀飲擇食的筷子 三等獎

鄭琛翹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神奇健康水杯 一等獎

尹錦暉 中五 英皇書院 快銀測尿 一等獎

梁曉欣 中三 荔景天主教中學 飲紅酒，抗衰老 手機 + 螢光棒，幫得到! 二等獎

凌卓朗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以光觸媒去除霉菌孢子活性的系統 二等獎

何一非 中五 聖士提反書院 芯連心 二等獎

陳嘉龍 中五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手語翻譯手套 二等獎

楊沐華、叶若言 中三 聖若瑟英文書院、漢基國際學校 大自然的裁縫 二等獎

梁鎛謙、陳景倫、程宇軒 中五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吸油海棉寶寶 二等獎

劉懷海 中四 中華基金中學 鋅氧電池 三等獎

魏可均、胡志聰、馮瀚偉 中五 英皇書院 鋅銅感銹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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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黃鎧澄 小五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射呀射…射它吧！天然光反射裝置的效能探究 創意之星獎

伍亮恆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手霜保濕能力大比併 創意之星獎

李學賢 中三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智能鋁罐回收箱及手機應用程式APP 創意之星獎

冼卓然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環保保鮮膜 創意之星獎

杜明正 中三 粉嶺禮賢會中學 無障礙儲物櫃 創意之星獎

黃詩婷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未來汽車節能擾流器 - 馬格努斯效應擾流 創意之星獎

鄭芷睛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電池能量測試器 優秀創意獎

關毅盈 小六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讓一切動起來2.0 優秀創意獎

林子健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不要接近我！一個多用途IoT測距警示系統 優秀創意獎

李巧嵐 小二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爺爺夠鐘食藥啦 優秀創意獎

黃月亭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樹木創可貼 優秀創意獎

曾柔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新視點 優秀創意獎

麥峻晞 中三 伯裘書院 小心謹「腎」-腎臟健康監察平臺 優秀創意獎

何佩芝 中三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生果防腐機 優秀創意獎

潘卓楠 中一 聖公會李炳中學 清潔小兵 優秀創意獎

郭文楨 中三 聖公會李炳中學 汽車懸掛壓力發電系統 優秀創意獎

謝芷彤 中二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利用數學方法拆解九連環 優秀創意獎

曹朗翹 中四 香港培正中學 糖尿病傷口的中藥海藻凝膠敷料 優秀創意獎

中華基金中學 護林保樹有價「植」 一等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顯微世界面面觀 一等獎

聖公會基孝中學 「虛擬」與「擴增」的幻想世界 一等獎

聖公會基孝中學 「STEAM」樣創意活動---「生」「生」相識 二等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元」來如此 二等獎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魔術中的科學 二等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DIY簡易顯微鏡 二等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元素纸牌 三等獎

科技輔導員創新項目
梁嘉賢老師

張曉鳴、李樂麒、嚴婥淇

杜文希、殷詩晴、張艷芬

歐陽司倪、李晉齊、呂仲權

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青少年科技創意作品

黃巧兒、朱淑筠、梁綽盈

許淑晴、黃善衡、張曉鳴

陳劍豪、趙永德、梁諾晞

鄭浩汶、蕭明心、黃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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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琛翹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梁曉欣 中三 荔景天主教中學

凌卓朗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楊沐華、叶若言 中三 聖若瑟英文書院、漢基國際學校

尹錦暉 中五 英皇書院

陳嘉龍 中五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鄭琛翹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楊沐華、叶若言 中三 聖若瑟英文書院、漢基國際學校

尹錦暉 中五 英皇書院

何一非 中五 聖士提反書院

陳嘉龍 中五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楊沐華、叶若言 中三 聖若瑟英文書院、漢基國際學校

快銀測尿

芯連心

手語翻譯手套
大自然的裁縫

手語翻譯手套

“知識就是力量”雜誌（全國）專項獎 - "知力"創新獎
神奇健康水杯

大自然的裁縫

英特爾英才獎

飲紅酒，抗衰老 手機 + 螢光棒，幫得到!

以光觸媒去除霉菌孢子活性的系統

大自然的裁縫

中鳴科學獎
快銀測尿

STEM傑出項目獎
神奇健康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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