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度 STEM 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比賽項目 舉辦機構 獎項 班別及姓名 

首屆 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香港 STEM培育學會 踴躍參與學校獎 / 

創思創新思維獎 3A 陳俊橋 

裝置工程藝術獎 4B 林君暘 

第一回合優異獎 3A 陳可峰 陳煦晰 陳俊橋 顏君豪 潘思靜 

3B 程冠琳  4A 楊家祺 張文鍵 

4B 李正謙  5B 蔡梓朗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挑戰賽 2017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速度賽一等獎 5A 朱柏岐  5D 張凱晴 嚴靖嵐 

最佳外觀設計獎 5A 朱柏岐  5D 張凱晴 嚴靖嵐 

3D筆立體繪畫比賽 聖公會諸聖中學 銅獎 5D 梁梓勤  6C 梁凱茵 

優異 5E葉籽惟 

2017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大賽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 簡約組二等獎 5A 黃智樂  5E 許家倩 葉籽惟 

智快烈車 2017全港小學 STEM比賽 上水惠州公立中學 低小組三圈耐力賽季軍 3A 陳睿男 顏君豪 譚凱丰 溫晟恩 

低小組最快圈速季軍 3A 陳睿男 顏君豪 譚凱丰 溫晟恩 

2017全港校際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

能大賽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初小組亞軍 1A 郭進逸 1E 吳泓一 3A 陳睿男 顏君豪 

3B 陳一宇 

高小組優異獎 4A 羅之佟 張文鍵 

6A 陳澤豐 陳朗軒 蔡杰朗 

高小組積極參與獎 5A 朱柏岐  5D 彭依睿  曾梓竣 

6D 陳俊謙  黃焯熙 

「鳥瞰沙田之美」小學航拍比賽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積極參與獎 5A 李浩睿  5B 蔡梓朗  5D 陳皓龍 

香港小學生滑翔機飛行賽 2018 香港 STEM培育學會 踴躍參與學校獎 / 

傑出 STEM設計獎 6D 陳俊謙 



優異獎 4A 梁韶德  4E 廖栢謙   

5A 劉瑋淇  5B 蔡梓朗  5D 葉承峰 

6A 黃思哲  6A 蔡杰朗  6C 岑一鳴 

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鑽石獎 4A 朱子謙  5D 梁梓勤  5E 張一馳 

金獎 4A 張文鍵  羅之佟  

5A 劉瑋淇  朱柏岐 

STEM科學實驗教室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商務印書館教育學會 初級組 – 優異獎 3A 顏君豪 

全港中小學生 STEM機械人大賽 香港中文大學 小學組 – 優異獎 4A 梁韶德  4C 陳浩天 5D 曾梓竣 葉承峰 

全港中、小學生機械人挑戰賽 2018:奪寶

奇兵 

香港理工大學 一等奬 4C 黃逸天  關安杰  唐椲焙 

5A 彭澤熙  5B 蔡梓朗  

5D 葉承峰  雷日朗 

6C 曾榆深  岑一鳴 

最佳設計奬 4C 黃逸天  關安杰  唐椲焙 

6C 曾榆深  岑一鳴 

網絡最受歡迎大奬 4C 黃逸天  關安杰  唐椲焙 

6C 曾榆深  岑一鳴 

網絡受歡迎優異奬 5A 彭澤熙  5B 蔡梓朗  

5D 葉承峰  雷日朗 

2018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金獎 6B 陳浩朗 

銀獎 5A 李柏霖  6A 吳紀宏  6C 羅法基 

6D 繆璟松  6E 康卓恒  6E 陳俊諺 

銅獎 5A 鄧啟塑  5E 張一馳  6A 馮韋茵 

6C 陳展鴻 

全港 STEM機械人大賽 2018 香港理工大學 優異獎 3A 李嘉晞 曾沛盈  3B 林峻賢  陳一宇 

STEM數理日營 沙田培英中學 亞軍 5A 李柏霖  劉瑋淇  5B 譚仰容 

5C 袁樂天  5D 嚴靖嵐  5E 葉籽惟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 2018 香島中學 優異獎 3A 陳睿男  李嘉晞  陳俊橋 

3B 葉正宏  張渙棋  程冠琳  陳一宇 

3C 梁 晉  4A 劉鑾埇  張文鍵 

5D梁梓勤  鄭愷諾   6C曾榆深 

5E潘藹怡  張一馳  舒進傑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8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金章 5A 陳嘉喬  馮朗賢  5C 陳毅聲 

6A 吳紀宏  6E 黃璟珩  郭縉穎 

6E 鄧學謙 

小學校際氣動火箭車邀請賽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季軍 5B 黃子豐  6A楊東曉  黃思哲 

一起高飛比賽 扶輪中學 一飛沖天闖關勇士獎 5B 蔡梓朗  5D 陳皓龍  葉承峰 

6A 楊東曉  6C 岑一鳴  曾榆深 

團體飛行計分賽冠軍 

扶輪盃 （全場總冠軍） 

5B 蔡梓朗  5D 陳皓龍  葉承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