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獲獎名單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鄧栢恒 小三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空氣淨化器 一等獎

Shah Anila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機械導盲犬 一等獎

陳旭鵬 幼三 弘立書院 Future House 二等獎

鄭曉晴 幼三 弘立書院 神奇小皇冠 二等獎

李靜岍 小一 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綠化環境剪草機 二等獎

楊煦琳 小一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熱能寶寶 二等獎

何芷瑤 小二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八爪魚廚餘處理器 二等獎

蘇俊銘 小二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星光發電 二等獎

莫芓曦 小二 民生書院小學 未來城市 二等獎

李卲彤 小五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廢物再造樹 二等獎

洪翊洺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室內焚化爐 二等獎

李曉彤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DNA機械人 二等獎

譚詩晴 中二 德望學校 輕便電影立方體 二等獎

林穎彤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W 二等獎

鄭哲泓 幼二 玫瑰崗幼稚園 特警恐龍 三等獎

林焯朗 小三 喇沙小學 環保小老虎 三等獎

施伶潔 小三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遙距治病 三等獎

陳斯翱 小四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超智能垃圾車 三等獎

伍芝瑩 小五 元朗商會小學 未來的科技世界 三等獎

王竑迪 小六 德信學校 飛馬魚雞 三等獎

吳楚嬰 中一 聖保祿中學 Dementia Helmet 三等獎

孔晴晞 中二 德望學校 天空過濾器 三等獎

周希林 中二 德望學校 隱形雨衣 三等獎

楊凱晴 中二 聖保祿中學 心靈穿梭機 (MindBook) 三等獎

王紫霞 中三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My Salon 三等獎

陳思慧 中三 中華基金中學 城市升降機 三等獎

林子健 小四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神奇的表面張力 一等獎

趙靖晞 中三 協恩中學 運動偏離偵測器 一等獎

李嘉豪 中三 中華基金中學 薄荷抗氧之謎 一等獎

許梓聰 中五 裘錦秋中學(元朗) 廚房油煙消減/回收系統 一等獎

徐麗瀅 中五 嘉諾撒聖心書院 以不同的植物物種製造天然止汗劑 一等獎

林浩鈿、谷旻軒、胡銘軒 中五 英皇書院 油光滿電 一等獎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一等獎

陳迺濤 中四 中華基金中學 進化論。紅菜頭 (Beets Evolution) 一等獎

 盧芷欣 中六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點．滴 一等獎

杜淑權 小六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老人平安拐杖 二等獎

劉懷海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蕉皮產能 二等獎

關昊罡、王思銳 中三 香港仔工業學校 多感讀障手指 二等獎

李樂程 中三 荔景天主教中學 健康食油知多少,螢光棒話你知! 二等獎

呂敏熹 中三 中華基金中學 暗瘡殺手 二等獎

魏子禦 中六 聖言中學 彩視線 二等獎

朱定文 中四 香港國際學校 用IAC檢測基因組數據的突變基因（SNP） 二等獎

何奕龍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越暗越放心－殘留有機磷農藥快速檢測的研究及應用 二等獎

朱文金、簡敏賢、吳美可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自診螺絲、螺帽及墊圈－具旋緊及鬆脫提示 二等獎

周偉傑 中一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長者開罐器 三等獎

曹朗翹 中二 香港培正中學 環保洗衣去汙法 三等獎

何啟睿 中三 伯裘書院 有機食物資料平臺(OIC) 三等獎

柯家驊 中三 香港仔工業學校 千孔煙霧過濾器 三等獎

周衍鋒 中五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新一代環保萬能黏土膠 三等獎

劉沛盈 中三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導盲鞋 一等獎

周柏臻、洪英展 中五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金桔核提取物的腦神經保護作用 一等獎

王芊雯、黎靜樺 小六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廢膠重用－自動添水器 一等獎

何汶澧 小五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Mobile 開門 二等獎

餘皓天 小六 農圃道官立小學 根生防蚊生 二等獎

曾梓詠、劉理詠 中五 聖保祿學校 畫出彩虹-環保、安全乾粉彩 三等獎

曾嘉隆、張智傑 中五 中華基金中學 3DV307納米材料超級電容 三等獎

陳栢朗、黃景軒 中三、中二 伯裘書院 智能旅遊好幫手 三等獎

施銘潔、楊玉瑩 中三 廠商會中學 『能源』矩陣系統 三等獎

馬皓謙、鍾灝廉 中五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霍山石斛可減少因氧化壓力引致的腦細胞死亡－霍山石斛可能可以用來預防和醫治腦退 三等獎

方瑞華、李嘉美 中三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智能手錶 三等獎

梁偉聰、鄭熙燁 小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磁力電梯 三等獎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畫

青少年創新成果競賽項目

青少年科技創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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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葉直殷、蕭亦玲、覃毅恆 地理學會 中華基金中學 地球科學和地質保育的推廣 一等獎

袁淑貞、陳家康、謝朗逸 地理學會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世界地質公園科普師友計劃-從外謍力與外營力的探索去推廣地球科學 一等獎

何苑宜、林炳輝、吳展熙 創新科技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小小科學家素質大比拼」 一等獎

彭思敏、季銘謙、譚嘉雯 創新科技學會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社區科技推廣與實習（3D打印科技） 一等獎

岑佩恒、蔡慧思、陸清蕙 科技教研組 中華基金中學 環保先鋒 在校園社區推動生物多樣性及環境保育 二等獎

陳錦萍、張文慧 創新科技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尋澱之旅」 二等獎

杜曉晴、陳凱琳、朱家慧 科學學會 聖公會基孝中學 印出新天地 二等獎

張子文、蔡君濠、何嘉偉 科學學會 聖公會基孝中學 鬥魚俱樂部 三等獎

黃悅希、余柏熙、翟文蔚 科學學會 中華基金中學 光與透鏡系列 三等獎

劉雪瑩、黃仕斌、夏偉恩 電子學會 聖公會基孝中學 潮流科技「4A」特區 三等獎

劉子健 / 聖公會基孝中學 《成為科學家》科學本質的探究 一等獎

何松康 /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成為科學家的路」－ 校本科普增潤活動 二等獎

黃德忠 /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環保電解裝置 二等獎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趙靖晞 中三 協恩中學

 盧芷欣 中六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林浩鈿、谷旻軒、胡銘軒 中五、中五、中 英皇書院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朱定文 中四 香港國際學校

陳迺濤 中四 中華基金中學

許梓聰 中五 裘錦秋中學(元朗)
陳迺濤 中四 中華基金中學

徐麗瀅 中五 嘉諾撒聖心書院

何松康 /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劉子健 / 聖公會基孝中學

 盧芷欣 中六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黃德忠 /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林浩鈿、谷旻軒、胡銘軒 中五、中五、中 英皇書院

朱定文 中四 香港國際學校

朱文金、簡敏賢、吳美可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陳迺濤 中四 中華基金中學

李樂程 中三 荔景天主教中學

魏子禦 中六 聖言中學

何奕龍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關昊罡、王思銳 中三 香港仔工業學校

趙靖晞 中三 協恩中學

劉懷海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許梓聰 中五 裘錦秋中學(元朗)
李嘉豪 中三 中華基金中學

呂敏熹 中三 中華基金中學

徐麗瀅 中五 嘉諾撒聖心書院

劉沛盈 中三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周柏臻、洪英展 中五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林浩鈿、谷旻軒、胡銘軒 中五、中五、中 英皇書院

徐麗瀅 中五 嘉諾撒聖心書院

劉子健 / 聖公會基孝中學

 盧芷欣 中六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許梓聰 中五 裘錦秋中學(元朗)

朱定文 中四 香港國際學校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朱文金、簡敏賢、吳美可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油光滿電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用IAC檢測基因組數據的突變基因（SNP）

香港賽馬會創新科技獎銀獎

《成為科學家》科學本質的探究

點．滴

進化論。紅菜頭 (Beets Evolution)

中國科協主席獎

茅以升科學技術獎

高士其科普獎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運動偏離偵測器

點．滴

廚房油煙消減/回收系統

進化論。紅菜頭 (Beets Evolution)
以不同的植物物種製造天然止汗劑

以多元化的科普活動優化教與學的成效並加深社區對學校的瞭解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周培源青少年科技創新獎

英特爾英才獎

香港賽馬會創新科技獎金獎

運動偏離偵測器

環保電解裝置

油光滿電

用IAC檢測基因組數據的突變基因（SNP）

香港賽馬會創新科技獎銅獎

香港賽馬會創新科技獎優秀獎

香港賽馬會創新科技獎優嘉許獎

香港中文大學科技創新獎

《中國科技教育》雜誌專項獎

自診螺絲、螺帽及墊圈－具旋緊及鬆脫提示

進化論。紅菜頭 (Beets Evolution)

健康食油知多少－螢光棒話你知

彩視線-彩色光致變色太陽眼鏡

越暗越放心－殘留有機磷農藥快速檢測的研究及應用

多感讀障手指

北京公益學學會科技創新獎

星光創新思維獎特等獎

星光創新思維獎

蕉皮產能

廚房油煙消減/回收系統

薄荷抗氧之謎

暗瘡殺手

以不同的植物物種製造天然止汗劑

導盲鞋

金桔核提取物的腦神經保護作用

油光滿電

以不同的植物物種製造天然止汗劑

《成為科學家》科學本質的探究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自診螺絲、螺帽及墊圈－具旋緊及鬆脫提示

點．滴

廚房油煙消減/回收系統

用IAC檢測基因組數據的突變基因（SNP）

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科技輔導員創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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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李樂程 中三 荔景天主教中學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劉懷海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朱定文 中四 香港國際學校

關昊罡、王思銳 中三 香港仔工業學校

李樂程 中三 荔景天主教中學

林浩鈿、谷旻軒、胡銘軒 中五、中五、中 英皇書院

關昊罡、王思銳 中三 香港仔工業學校

朱定文 中四 香港國際學校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朱文金、簡敏賢、吳美可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許梓聰 中五 裘錦秋中學(元朗)
陳迺濤 中四 中華基金中學

呂敏熹 中三 中華基金中學

徐麗瀅 中五 嘉諾撒聖心書院

徐麗瀅 中五 嘉諾撒聖心書院

關昊罡、王思銳 中三 香港仔工業學校

朱定文 中四 香港國際學校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趙靖晞 中三 協恩中學

朱文金、簡敏賢、吳美可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王崧百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朱文金、簡敏賢、吳美可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周柏臻、洪英展 中五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何松康 /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成為科學家的路」－ 校本科普增潤活動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用IAC檢測基因組數據的突變基因（SNP）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運動偏離偵測器

自診螺絲、螺帽及墊圈－具旋緊及鬆脫提示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自診螺絲、螺帽及墊圈－具旋緊及鬆脫提示

十佳科技教育創新學校

華輝最具價值智能獎

廚房油煙消減/回收系統

進化論。紅菜頭 (Beets Evolution)
暗瘡殺手

十佳科技創意之星

健康食油知多少－螢光棒話你知

《知識就是力量》雜誌專項獎

中鳴科學獎

互動百科「創新人才」專項獎

博通大師獎

軟件程序應用創新獎

Bull.B創意獎銀獎

Bull.B創意獎銅獎

多感讀障手指

用IAC檢測基因組數據的突變基因（SNP）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自診螺絲、螺帽及墊圈－具旋緊及鬆脫提示

以不同的植物物種製造天然止汗劑

多感讀障手指

全球藥物科技大獎銀獎

以不同的植物物種製造天然止汗劑

油光滿電

健康食油知多少－螢光棒話你知

數碼港信息科技耀星獎

數碼港香港科技精英獎

金桔核提取物的腦神經保護作用

香港代表隊

十佳科技輔導員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蕉皮產能

腦足跡Mind Foot Print
用IAC檢測基因組數據的突變基因（SNP）

多感讀障手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