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program 省市 单位名称 队伍编号 选手信息 指导老师 獎項

1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深圳市前海小學 91122B 張雅歌、廖城鋅、張錦洪、吳俊傑 吳衡鋒、黃金培 金獎

2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光明英來學校 8882B 孫蒽、蔡致鏗、胡浩堯、張偉岐、蔡芷柔 李永楨 金獎

3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聖公會基榮小學 23800B 王仁、吳凱鋒、陸泳瑜、陳梓怡 Wong Sau Wai 金獎

4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聖公會基榮小學 23800D 鄭家熙、蔡嘉燊、梁曼凝、查庭皓 Wong Sau Wai 金獎

5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The Hong Kong Youth
Robotronics Association

42292B
KONG ERIC JOHNSON、PONG POK YEE、CHAN
YAT LONG、 WONG MAN YI AUDRIC

Ron Chan 金獎

6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深圳市南頭小學 91100A 朱哲予、曾誠、王宇軒 吳衡鋒、劉夢遙、黃金培 銀獎

7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深圳市前海小學 91122A 張雅歌、吳俊傑 吳衡鋒、黃金培、劉夢瑤 銀獎

8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樂搭樂創(深圳)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82A 鍾浩庭、孫雲果、劉柏江 張治民 銀獎

9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WETD Robotics Limited

IQ03 梁曦旋、 張凱靜、 王戩謄、 司徒欣妍 Liu Ming Yuan 銀獎

10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55222A 周正熙、楊俊熙、盧俊霖、陳皓杭 李叢浩 銀獎

11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光明英來學校 8882A 張東燃、張偉延、胡翔皓、姚忠億 李永楨 銀獎

12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聖公會基榮小學 23800A 羅浚文、余健恒、曹曉晴、曾祉齊 Wong Sau Wai 銀獎

13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聖公會基榮小學 23800C 蘇澤、陸瓔珏、梁柏然、鄧皓軒 Wong Sau Wai 銀獎

14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深圳中学河源实验学校 IQ01 馮智峰、幸傑文、陳澤龍、赖汶泽 葉碧華 銅獎

15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廣州市黃埔區青少年宮 17520A 劉芃铄、賴智坤、肖博甯 孔健 銅獎

16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廣州市黃埔區青少年宮 17520B 黎锦霖、徐俊杰、唐梓越 吴胜辉 銅獎

17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WETD Robotics Limited

IQ02
Lau Chun Yin、 Fan Ho Wai、 Wong Kin
Tin、 Ng Ka Yan、 Yu Kwok Wai

Ho Ci Wai 銅獎

18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1162B 王韜傑、邱彥豪、馬梓傑、吳清毓 Frank Fong 銅獎

19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IQ04 張紫稂、鄭梓沛、胡凱糧、鄧智仁、郭浩宏 黃慧芝 銅獎

20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IQ05 薛文瀚、吳永鋒、陳子伸、陳凱明 歐陽慧雯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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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WEO Chang Pui Chung
Memorial School

4815A 陳蔚嫺、柯愷澄、白曉洛 TC Liu 銅獎

22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WEO Chang Pui Chung
Memorial School

4815B 簡悅銘、王銘智、呂洛榆 張學文 銅獎

23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IQ07 周琨達、梁高鋭、歐陽旭成、陳樂然 鄧鳳妙、梁仲誠 銅獎

24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IQ08 麥晉鏗、劉啟辰、劉子軒、李家麒 趙必南 銅獎

25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鶴山市振華學校 IQ06 韋華毅、韋志翔、付皓天、王子俊 譚芷欣、李世权 銅獎

26 VEX IQ機器人競賽 廣東 四会市星華學校 IQ12 鄭森、付敬業、張家成、張嘉恆、譚富 邱靖豐 銅獎

27 VEX IQ機器人競賽 香港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IQ11 羅灝德、馮煒銓、陳冠熠 歐陽慧雯 無成績

序号 program 省市 单位名称 队伍编号 选手信息 指导老师 獎項

1 VEX EDR工程挑戰賽 香港
WEO Chang Pui Chung
Memorial School

4815B 鄭樂軒、譚家禮、王志健 唐志安 金獎

2 VEX EDR工程挑戰賽 澳門 澳門浸信中學 5864A 何智威、何紫珊、陳君婷、王尚宇 凌兆恩 金獎

3 VEX EDR工程挑戰賽 香港 CMA Secondary School 7984 黎清輝、黄偉新、鍾騏駿 張文源 金獎

4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鹽步中學 7090A 陳卓軒、林建臻、方宏鋒、林佩龍 袁永洪 金獎

5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廣州海客機器人 1761A 楊卓橋、溫迪皓、黃咨翔、李知涵
朱達威、陳開成、謝錦帆、
陳丹偉

銀獎

6 VEX EDR工程挑戰賽 香港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4057C
符嘉文、謝倩宜、蔡子軒、陳志豪、馮智謙
、陳志生、陳芷淇、梁恩尉

尹錦榮 銀獎

7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17111A 方均承、陳厚宇、賴亮安 曹長青、陳觀明 銀獎

8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17111B 陳韋喬、焦涵、呂钰璇 陳力光、範明勝 銀獎

9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美倫國際學校 EDR03 郭家榮、張斯皓、朱思遠 黃忠健 銀獎

10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 70030A 郑锦烨、王恒之、陈杰星 钟金强 銅獎

11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深圳市育新學校 7679A 鄒榮鵬、趙忠明、馬建銘、張酉銘 張貞紅、张少宜 銅獎

12 VEX EDR工程挑戰賽 香港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4275A 何鈞豪、曾承乘、朱寶茵、何詠霖 吳爵宇 銅獎

13 VEX EDR工程挑戰賽 香港
WEO Chang Pui Chung
Memorial School

4815A 關靖可、陳詠珊、陳欣盈 陳立仁 銅獎

VEX EDR工程挑戰賽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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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VEX EDR工程挑戰賽 香港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5039C 何梓瑩、張啟莹、陳俊岳、謝永林 楊卓穎 銅獎

15 VEX EDR工程挑戰賽 澳門 澳門浸信中學 5864B 蕭子龍、鄧澤一、黃耀華、梁曉俊 凌兆恩 銅獎

16 VEX EDR工程挑戰賽 香港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
學

EDR01 洪澤軒、曾昭希 阮伯寧 銅獎

17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南海實驗中學 EDR02 劉華林、謝金洋、阮以信、何泓儒 李甯 銅獎

18 VEX EDR工程挑戰賽 香港 趙聿修紀念中學 34105 劉俊威、黃家略、郭寶徽 陳偉亮 銅獎

19 VEX EDR工程挑戰賽 廣東 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 70030B 彭嘉伟、董轩、张晋豪 彭友福 無成績

序号 program 省市 单位名称 队伍编号 选手信息 指导老师 獎項

1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廣州市黃埔荔園小學 XT006 陳梓鵬 冉輝 金獎

2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田家炳
民族中學（廣東交流中心）

XT028 房炜煜 陳秀錦 金獎

3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田家炳
民族中學（廣東交流中心）

XT029 盧宇辰 陳秀錦 金獎

4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田家炳
民族中學（廣東交流中心）

XT031 鄧子健 陳秀錦 金獎

5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田家炳
民族中學（廣東交流中心）

XT032 藍皓文 陳秀錦 金獎

6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连南瑶族自治县顺德希望小学
（廣東交流中心）

XT034 潘君敬 房素梅 金獎

7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连南瑶族自治县顺德希望小学
（廣東交流中心）

XT035 唐云飞 房素梅 金獎

8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清远市连南县民族小学
（廣東交流中心）

XT036 沈俊希 林文锋 金獎

9 飛人三項技能賽 澳門 澳門浸信中學 XT043 馮文龍 Dicky Cheung 金獎

10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廣州市黃埔區文船小學 XT004 尤鴻傑 岑健宜 銀獎

11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廣州市科學城小學 XT005 歐陽睿 吳優美 銀獎

12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廣州市黃埔區荔園小學 XT007 陳澤熹 陳騰 銀獎

13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XT009 李熙堯 莫恩科 銀獎

14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XT010 鄭家和 莫恩科 銀獎

無人機趣味賽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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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廣州市越秀區朝天小學 XT027 招皓天 陳燕燕 銀獎

16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田家炳
民族中學（廣東交流中心）

XT030 鄧雨悅 陳秀錦 銀獎

17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田家炳
民族中學（廣東交流中心）

XT033 禤逸维 陳秀錦 銀獎

18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惠陽實驗學校 XT041 羅宇竣 罗青林 銀獎

19 飛人三項技能賽 澳門 澳門浸信中學 XT044 劉嘉勝 Dicky Cheung 銀獎

20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XT046 夏誠杰 何健邦 銀獎

21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中山市港口鎮中心小學 XT049 梁恺晋 梁超文 銀獎

22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趙聿修紀念中學 XT051 樊守峰 陳偉亮 銀獎

23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峰學教育 XT052 吳靖謠 Melissa Tang 銀獎

24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廣州黃埔區夏園小學 XT001 張嘉澤 廖汉霞 銅獎

25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廣州市黃埔區夏園小學 XT002 李悅濤 李星勇 銅獎

26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廣州市黃埔區怡園小學 XT003 林卓賢 童璐 銅獎

27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XT008 曾梓鈞 莫恩科 銅獎

28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XT013 吳永華 吳爵宇 銅獎

29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
學

XT015 鄭晋鴻 阮伯寧 銅獎

30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粉嶺救恩書院 XT016 林世鏗 林政言 銅獎

31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粉嶺救恩書院 XT017 廖家熙 林政言 銅獎

32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粉嶺救恩書院 XT018 簡智傑 林政言 銅獎

33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粉嶺救恩書院 XT019 陳耀鋒 趙鴻興 銅獎

34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粉嶺救恩書院 XT020 林俊然 趙鴻興 銅獎

35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XT021 陳建熹 勞凱瑜 銅獎

36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XT023 曹喆安 鍾志巧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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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XT024 陳澤賢 鍾志巧 銅獎

38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XT025 李檇鶴 趙必南 銅獎

39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XT026 鄧羽軒 趙必南 銅獎

40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清远市连南县三江镇中心小学
（廣東交流中心）

XT037 林意竣 林文鋒 銅獎

41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佛山市禅城區瀾石小學 XT038 葉致瑜 李炜贤 銅獎

42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佛山市禅城區瀾石小學 XT039 歐陽賦晟 李炜贤 銅獎

43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佛山市禅城區瀾石小學 XT040 李樂煊 李炜贤 銅獎

44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惠陽實驗學校 XT042 鄭淇方 鄭君林 銅獎

45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XT045 羅冠倫 何健邦 銅獎

46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XT047 姚嘉怡 何健邦 銅獎

47 飛人三項技能賽 廣東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惠州附
屬學校

XT048 蔡沛霖 史進剛 銅獎

48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趙聿修紀念中學 XT050 林紀泰 陳偉亮 銅獎

49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XT014 廖俊威 吳爵宇 無成績

50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XT022 賴卓瑋 勞凱瑜 無成績

51 飛人三項技能賽 香港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XT053 葉偉立 吳爵宇 無成績

序号 program 省市 单位名称 队伍编号 选手信息 指导老师 獎項

1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廣東 深圳市育才三小 X006 劉欣桐 許樹鵬 金獎

2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廣東 大朗青少年文化活動中心 X010 邝耀明 劉貴賢 金獎

3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澳門 澳門坊眾學校 X011 馮晴晴、張霈樺 林達鑫 金獎

4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廣東 珠海市華發對外交流培訓學校 X007 黎浩斌 張康 銀獎

5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澳門 澳門坊眾學校 X012 許明揚、蔡培鈞 林達鑫 銀獎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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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香港 峰學教育 X014 王志樂 Melissa Tang 銀獎

7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香港 峰學教育 X015 盧彥衡 Melissa Tang 銀獎

8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澳門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X002 梁丞昊、關振龍 陳子安 銅獎

9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澳門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X003 李俊宏、張以將 陳子安 銅獎

10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香港
The Hong Kong Youth Robotronics

Association
X004 DUNG LOK YING EDDA、CHAN PAK SHING Ron Chan 銅獎

11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香港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X005 譚健銘、婁洛銘、譚曉怡 胡錦江 銅獎

12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廣東 大華 X008 林博文 余志榮 銅獎

13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廣東 大華 X009 吳成基 余志榮 銅獎

14 避障巡綫機械人競賽 廣東 南海實驗中學 X013 劉一恒 李甯 銅獎

序号 program 省市 单位名称 队伍编号 选手信息 指导老师 獎項

1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LT002 鄧卓軒、陳泓鵠 莫恩科 金獎

2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深圳市根本教育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LT008 陳則睿、闵睿昊 許樹鵬 金獎

3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One Degree Production
Service Limited

LT011 Cheung Yat Hei Eden、Look Chun Kiu Ms. Jess Chow 金獎

4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珠海市華發對外交流培訓學校 LT015 王恩誠、楊颙源 張康 金獎

5 機械人擂台賽 澳門 澳門坊眾學校 LT018 張清鑫、林僑彬 蔡佰祿 金獎

6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南海實驗中學 LT019 楊沛涵、彭熙 李甯 金獎

7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LT007 趙子宏、李佳明 鍾志巧 銀獎

8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科樂機器人 LT013 魏以和、廖文涛 古龍華 銀獎

9 機械人擂台賽 澳門 澳門坊眾學校 LT017 劉健宇、楊俊霖 蔡佰祿 銀獎

10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T024 單富謙、李騏丞 何灼盈 銀獎

11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T025 韓兆銘、楊礎鴻、胡浩程 何灼盈 銀獎

機械人擂台賽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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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博佳机器人俱乐部 LT028 崔宸赫、谭筱腾 张基源 銀獎

13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峰學教育 LT030 吳靖謠、李梓揚 Melissa Tang 銀獎

14 機械人擂台賽 澳門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IQ09 霍鏵生、黎子謙 袁國輝 銀獎

15 機械人擂台賽 澳門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IQ10 譚穎恩、黃曉瑩 袁國輝 銀獎

16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深圳市南山小學 LT001 戴建宇、廖常閏、黃思淵 銅獎

17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深圳市港灣小學 LT003 楊晟睿、李成炫 銅獎

18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聖公會基榮小學 LT004 陳禮渝、羅鈞瀚 Wong Sau Wai 銅獎

19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聖公會基榮小學 LT005 黎柏希、陳俊翔 Wong Sau Wai 銅獎

20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The Hong Kong Youth
Robotronics Association

LT006 WONG CHING BOSCO、 CHAN BRANDON Ron Chan 銅獎

21 機械人擂台賽 澳門 嶺南中學 LT010 楊真為 甘永年 銅獎

22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深圳市南頭小學 LT012 肖宇淇 吳衡鋒 銅獎

23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大華 LT016 梁家琪、黃凱童 余志榮 銅獎

24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T020 張立侖、陳肇鋒 何灼盈 銅獎

25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T021 祖本皓、葉朗軒 何灼盈 銅獎

26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T022 李洧樂、李亮言 何灼盈 銅獎

27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T023 鍾君政、彭政鋒 何灼盈 銅獎

28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博佳机器人俱乐部 LT026 骆加、蔡昊成 江南星 銅獎

29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博佳机器人俱乐部 LT027 林恒烨、杨崇瀚、曾俊烨 江南星 銅獎

30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博佳机器人俱乐部 LT029 陈思颖、沈峻熙 张基源 銅獎

31 機械人擂台賽 香港 CMA Secondary School LT009 顧浩天 張文源 無成績

32 機械人擂台賽 廣東 珠海市華發對外交流培訓學校 LT014 鄭镓耀、周泓如 張康 無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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