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 作品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1 P-004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池佩橋, 胡以樂, 洪元

晉, 陳智豪
動感萬花筒

2 P-005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李靖珩, 談嘉許, 陳柏

禧, 黃舜祺
閃亮萬花筒

3 S01-017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馮梓銘 視障輔助器

4 S01-018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郭子成 再生能源應用

5 S01-019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林恩霆 低成本遙控車

6 S02 -022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黃嘉豪 雪條座

7 S02 -02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蔣永康 笛子架

8 S02 -024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郭瀚文 尋電

9 S03-010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盧俊豪 抹窗器

10 S03-011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李芷蕎 食葯提示器

11 S03-012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

毛嘉寶 移動式廢物箱

12 P-014 白田天主教小學
毛靖儀, 陳彥君, 黎浩
軒, 謝子棟, 宋浩賢,

余子怡
震子機械人

13 P-015 白田天主教小學
毛靖儀, 陳彥君, 黎浩
軒, 謝子棟, 宋浩賢,

余子怡
3D筆設計

14 S01-014 石籬天主教中學 曾珺圮, 譚敏怡 聲控機械動物
15 S01-015 石籬天主教中學 繆心怡 聲控機械動物
16 S01-016 石籬天主教中學 王皓揚, 陳喜豪 聲控機械動物
17 S02 -019 石籬天主教中學 盧愉月, 馬芷婷 攀爬機械人
18 S02 -020 石籬天主教中學 張家莉, 張桃萍 攀爬機械人
19 S02 -021 石籬天主教中學 馮文彥, 李詠朗 攀爬機械人
20 S01-010 佛教何南金中學 呂嘉銘, 譚寶華, 張浚堯, 詹景超 攀山越嶺

21 S02 -016 佛教何南金中學
曾澤權, 郭耀楠, 鮑俊

彥
武無第二

22 S03-007 佛教何南金中學
黃咏茵, 洪穎怡, 蘇萬

嵐, 鄭裕婷
時間之謎

23 S02 -006 佛教志蓮中學 甄子豪 指尖陀螺
24 S02 -007 佛教志蓮中學 陳浩賢 指尖陀螺
25 S03-004 佛教志蓮中學 陳嘉德 投射器
26 S03-005 佛教志蓮中學 蔡泓悅 投射器
27 S04-008 佛教志蓮中學 江銘鏘 12碼足球機械遊戲
28 S04-009 佛教志蓮中學 劉成杰 拳擊機械遊戲

29 P-016 佛教榮茵學校 劉柏霖, 葉希哲 地質探險隊
30 P-017 佛教榮茵學校 陳凱卓 數學對對碰
31 P-018 佛教榮茵學校 李宇恆 健康遊戲編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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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001 李志李志達紀念學校 葉泰言, 吳浩南 全息投影

33 P-002 李志李志達紀念學校
莊殷言, 張以敏, 蔡芯

靚
 金屬可造型

34 P-003 李志李志達紀念學校
黎詠汶, 吳宇瑛, 鄒樂

堯
隱形墨水筆

35 P-019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
會馮李佩瑤小學

蘇培熙 微震機械人

36 P-020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
會馮李佩瑤小學

吳婷樂, 吳俊謙 磁浮列車

37 P-021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
會馮李佩瑤小學

史翠琦 米你吸塵機

38 S02 -025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張卓然, 楊子鋒, 袁俊
華

ROCKET CART

39 S02 -026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梁傑, 潘世榮, 江欣
雨, 楊靜璇

ROCKET CART

40 S02 -027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何健嘉, 黎子軒, 邵學
博

ROCKET CART

41 S03-016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鍾泳達, 陳鑒培, 黎駿
杰, 許彥婷, 黎穎琛

Green School Design

42 S03-017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黎梓泓, 黃海諾, 林泳

妤, 李婍琳, 伍麗瑩
綠色香港 - 低碳之都

43 S03-018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陳梓昊, 葉朗峰, 鄧金
凌, 蔡毓泓

Smart School 2.0

44 S04-014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鄺睿安, 陳元健, 吳雅
慧

Smart City

45 S04-010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
敬紀念中學

曾芷晴 智能溫室3.0

46 S04-011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
敬紀念中學

曾芷晴 小型雪櫃DIY

47 S04-012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
敬紀念中學

葉嘉晴 太陽能桌燈

48 S02 -011 荃灣官立中學 白宇 設計與科技作品
49 S02 -012 荃灣官立中學 梁僖雯 設計與科技作品
50 S02 -013 荃灣官立中學 梁僖洳 設計與科技作品

51 S01-008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
端喜紀念中學

溫佩文 創意木條筆

52 S02 -008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
端喜紀念中學

蔡晴懷 / 蔡晴安 X聯想及故事創作

53 S02 -009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
端喜紀念中學

蔡嘉琪 / 鄺嘉文 / 司
徒子誠

MAKEY MAKEY
樂器DIY

54 S02 -010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
端喜紀念中學

袁樂兒 / 江俊衡 電路遊戲

55 P-009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
紀念小學

陳霈穎, 謝昕希, 魏芷
菁, 廖憫謙, 黃鎧澄,

孔若谷
POCKET 檬膏

56 P-006 港澳信義會小學
劉泳儀, 陸俊希, 程沛
芝, 謝宛其, 蘇澤富

風力起重機

57 P-007 港澳信義會小學
伍熙桐, 林睿軒, 陳益
進, 彭卓瑤, 黃浚諾

美觀易用臨摹拓印小畫板

58 P-008 港澳信義會小學
莫碧澄, 吳嘉鑫, 鍾曜
駿, 譚又臻, 吳宛汶

家居水力發電裝置

59 P-010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麥梓揚, 楊玫珩, 譚梓

杰
風力車

60 S01-009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余亦朗 3D 打印



61 S02 -014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黃寶儀 激光切割設計
62 S02 -015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黃心儀 生活小發明
63 S03-006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葉凱蓉 智能播放器
64 S04-013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鄧龍輝 電子模塊

65 S03-013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
學

楊政, 陳嘉威 擴足運動板

66 S03-014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
學

楊鎮諱, 李偉仲, 許栩 機械人遊戲

67 S03-015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
學

李紫盈, 黃雨琪 橋樑結構

68 S01-005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梁家璇 變幻編程匙扣
69 S01-006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陳詩婷 佩戴編程運動計數器
70 S01-007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梁蔭豐 編程魔法

71 S02 -003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郭蕙珊, 何梓灝, 陳卓

希
心情蝕刻併砌銅片書

72 S02 -004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陳詩蕊, 符嘉文, 謝倩

宜
編程鬼馬車

73 S02 -005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鄧迪輝, 吳宇峰, 梁昭

豪, 王一傑
智能編程裝飾

74 S04-005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簡嘉聰, 李嘉明
3D 打印

Shoot Shoot Bird

75 S04-006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陳詠絲, 陳芷淇, 陳冠

龍
太陽能動力創作船

76 S04-007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余浩龍, 陳志生, 馮智

謙
官人書藝教寫字

77 P-011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葉承蓁 會說話的魔盒
78 P-012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葉承蓁 編程門牌指示器
79 P-013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葉承蓁 幼兒編程射搫學加數
80 S01-004 廖寶珊紀念書院 黃曉晴 個人風格名牌

81 S02 -001 廖寶珊紀念書院 何鋯鈞
立體打印

(二進制轉換器)
82 S02 -002 廖寶珊紀念書院 吳津津 環保筆

83 S04-004 廖寶珊紀念書院
李凱榕, 謝青佑, 盧晞

珞, 呂諾
Mirracle

84 S01-011 鄧鏡波學校 方洛軒 四足機械獸
85 S01-012 鄧鏡波學校 孔朗軒 四足機械獸

86 S01-013 鄧鏡波學校 黃孝嚴 四足機械獸
87 S02 -017 鄧鏡波學校 林雋山 拳擊機械人
88 S02 -018 鄧鏡波學校 鍾家傑 拳擊機械人

89 S03-008 鄧鏡波學校
冼敬軒, 羅俊喬, 陳俊

文
FPV 駕駛遙控車

90 S03-009 鄧鏡波學校 劉瑋昊 拳擊機械人
91 S01-001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徐子誠 木筆座
92 S01-002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傅詣深 迷你餐具
93 S01-003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黃耀天 機械精靈
94 S03-001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陳嘉豪, 呂志滔 電容船
95 S03-002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張智灝, 陳開丞  火箭車
96 S03-003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李鴻傑, 廖怡燊 迷你燒烤爐
97 S04-001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李韋峰 3D 兵器
98 S04-002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邱澤權, 姚澤康 遊戲卡機
99 S04-003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梁偉民, 張家俊 扭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