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黎曦明 六年級生 香港大學 OPTIClear 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

No.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秦定楠、李樂生、陳澤恩 小六、小六、小五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小孩之寶 小學組創意賽銀獎

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 優秀機械人教練員

No.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陳卓禮、張國雄 中五、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藍牙遙控發射台 金獎

2 趙展弘 小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雨傘脫水器 銀獎

3 吳嘉汶 中三 聖公會李炳中學 隱密電子螢幕 銀獎

4 郭瀚文、黄嘉豪 中三、中三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視障腰帶 銅獎

5 關嘉晉、黃凱駿 中二、中二 聖公會李炳中學 慎防滑倒鞋 優秀創意作品

第11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得獎名單

第18屆中國青少年機械人競賽得獎名單

鄭家明老師

第14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得獎名單



No.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陳劭昇 小六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微妙的泥土 一等獎
2 梁東嵐、張鉞烔、吳嘉汶 中三、中三、中三 聖公會李炳中學 突破性機械式義肢 一等獎
3 文迪姸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神奇螺絲與起子 一等獎
4 曾柔 中三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更上一層樓 一等獎

5 何綺婷、吳小偉、陳珍健 中五、中四、中五 佛教黃允畋中學 iWheel 輪椅動力裝置 一等獎

6 譚倬欣 小五 香港培正小學 坐立和溝通輔助拐杖 二等獎

7 蔡培琳 中三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緊急救生一小時 二等獎
8 樊紫妍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智習室 二等獎
9 陳子駿 中四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吸金膠囊 二等獎

10 周昭宏 中四 英皇書院 污水鍊金術 二等獎
11 陸藝明、姚懿育 中五、中五 聖保祿學校 以乳糖酶水凝胶缓解乳糖不耐症 二等獎

12 蕭泉谷 中五 將軍澳香島中學 環保咖啡渣防曬油 二等獎

13 黃安恩 中五 聖保祿學校 口服給藥小珠 三等獎

No.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陳劭昇 小六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微妙的泥土  西南政法大學專項獎
2 蔡培琳 中三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緊急救生一小時  西南政法大學專項獎
3 蔡培琳 中三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緊急救生一小時 雲日專項獎
4  文迪妍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神奇螺絲與起子 茅以升科學技術獎
5 樊紫妍 中四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智習室 重慶科技學院專項獎
6 蕭泉谷 中五 將軍澳香島中學 環保咖啡渣防曬油 重慶理工大學專項獎
7 蕭泉谷 中五 將軍澳香島中學 環保咖啡渣防曬油 中鳴科學獎
8 何綺婷、吳小偉、陳珍健 中五、中四、中五 佛教黃允畋中學 iWheel 輪椅動力裝置 上海STEM雲中心專項獎
9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STEM關愛共融 – 3D打印義肢手應用與實踐 中科普STEAM教育園丁獎

10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STEM關愛共融 – 3D打印義肢手應用與實踐 智慧圓專項獎

青少年創新成果競賽項目
第33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得獎名單

專項獎

曾祥俊老師
曾祥俊老師



No.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鄧懷璋 中二 德望學校 水靈球 一等獎

2 黃頌然 中一 港大同學會書院 歷史與科技的香港 二等獎

3 崔敏慧 中二 聖保祿學校 頭部靠墊 二等獎
4 B. Thiruvenkadam 中二 聖保祿學校 Relieve 二等獎
5 劉沚翹 中二 德望學校 遙控微型昆蟲監察器 二等獎

6 馮青林 中三 拔萃男書院 生物與孵化器 二等獎

7 蔡禮熙 幼三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幼兒園 超級動物背心 三等獎

8 施曉穎 小一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動物電筒 三等獎
10 楊彥臻 小三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腳踏式掀譜器 三等獎
11 黃頤 小三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公眾安全腦電波探測器 三等獎
9 黃芊晴 小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聽聽動物心事 三等獎

13 謝日曦 小四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空中防護飛船 三等獎
12 丘文軒 小四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電梯世界 三等獎
14 李靖珩 小五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強化磁力裝置 三等獎
15 莊曉晴 小六 香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流動海底垃圾廠 三等獎
16 黃希瑤 小六 香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風力入油停車場 三等獎
17 林子殷 中一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蜜蜂特工 三等獎
18 劉穎謙 中二 粉嶺禮賢會中學 爬行者 三等獎
19 林懷明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海底微塑膠吸收「魚」 三等獎
20 方羽千 中二 德望學校 空間．惑 三等獎
21 梁謹伊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藥丸機械人 三等獎

第33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得獎名單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畫



No. 得獎者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吳卓禧 小五 香港培正小學 隔熱太陽能百葉簾 創意之星獎

2 李思賢 小五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Pocket檬膏！自製蛋殼牙膏的製作及效能探究 創意之星獎

3 梁源芝 小四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精打細算：如何計算出最省碳粉的中文字體？ 優秀創意獎

4 陳嘉文 小五 鳳溪第一小學 天然無害洗衣液 優秀創意獎
5 何泓樂 小五 德雅小學 巴士翻側警報系統 優秀創意獎
6 朱睿靈 小五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綠色抗菌好幫手 優秀創意獎
7 廖凱晴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天然花茶對糖尿病控制的抑制潛力 優秀創意獎
8 周嘉華 中二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易回家及易服藥 優秀創意獎
9 姚涵瑛 中二 香港培正中學 「影」之戲法 優秀創意獎

10 李穎妤 中三 協恩中學 澱粉聚合物塗紙 優秀創意獎
11 李安琪 中二 中華基金中學 益菌生布?! 優秀創意獎
12 梁立燊 中四 中華基金中學 Biosensor for detecting urea in sweat 優秀創意獎
13 陳柏橋 中一 聖公會李炳中學 非回收類垃圾壓縮箱 優秀創意獎
14 鍾百圖 中四 聖公會李炳中學 福爾摩斯 G 四螺旋偵探 優秀創意獎
15 李錦頤 中三 聖保祿學校 助 . 座 優秀創意獎
16 李烱熙 中五 拔萃男書院 同構樹的判斷問題 - 散列演算法 優秀創意獎

17 朱靖嵐 中五 新加坡國際學校 太陽能無人機 優秀創意獎

No.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環保酵素清潔劑 十佳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一等獎

2 聖公會基孝中學 我要成為 STEMaster 創意活動 一等獎

3 伯裘書院
M.E.C.S. Mathematics Educational Card

System
二等獎

4 聖公會基孝中學 七部成「絲」----蠶蟲 STEM 之養殖活動 二等獎
5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海陸空科技學習 二等獎

6 中華基金中學 生物技術系列 二等獎

7 聖士提反書院 利用科學數據進行運動訓練 三等獎

8 聖公會李炳中學 塑膠變變變 三等獎
9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安全降落大挑戰 三等獎

林家賢、陳雨欣、莊浩輝

第33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得獎名單
青少年科技創意作品

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得獎者姓名

吳嘉欣、黃天恩、李穎欣

黃譽、張藝圳、馬鉉崴

杜偉熙、黃伊娸、陳梓灝
羅同、陳港著、孟俊傑

趙康銚、梁博然、戴爾軒

鄧綺恩、黃釆兒

游東貽、陳子怡、韋綺蕎
歐陽司倪、呂仲權、李樂麒



No.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聖公會李炳中學 三角規 一等獎

2 曾璧山中學 積木化電子線路教具 三等獎

3 將軍澳香島中學 混色儀 三等獎

4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變色籠 三等獎

No.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獎項
1 聖公會基孝中學 STEM BY ME 創意培訓課程 一等獎

2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STEM關愛共融 – 3D打印義肢手應用與實踐 三等獎

3 香港培正小學 讓編程機械人引領學生走出自己的STEM路 三等獎

4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閃爍童心創意卡(Twinkle Twinkle Little Card) 三等獎

黃東石老師

第33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得獎名單
科技輔導員創新項目 (科教制作類)

得獎者姓名
蕭淑芬老師

歐世康老師

管建基老師

十佳科技教育創新學校
伯裘書院

黃德忠老師

科技輔導員創新項目 (科教方案類)
得獎者姓名
劉子健老師

曾祥俊老師

李永威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