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比賽 -- 初級組
獎項 參賽編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冠軍 BSJ072enyv 香港機械人學院 毛耀德

亞軍 BSJ066vzrt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許卓樂

季軍 BSJ019zits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張卓藍

金獎*

BSJ036ucge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伍彦熹

BSJ020edqp 滬江小學 盧子飛

BSJ022rzpq 滬江小學 莊縉熹

BSJ023ixxi 滬江小學 劉沛希

BSJ061tefo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卓城禧

BSJ062sdku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林安喬

BSJ071ycht 香港機械人學院 林浚翹

BSJ073bclc 香港機械人學院 羅羽昇

BSJ075jhhv 香港機械人學院 羅日希

BSJ076elih 香港機械人學院 蔡曦陽

BSJ011hdpc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彥諾

BSJ012bsct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張濠麟

BSJ013tssh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晞正

BSJ014nczc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翁子朗

BSJ015galw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康倬綸

BSJ016mudg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林柏橋

BSJ018kwwe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徐樂然

銀獎*

BSJ046uqro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謝心妍

BSJ037raxu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王均亮

BSJ038eckt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陈寿年

BSJ057qggc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陳凱威

BSJ058lcbe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鄧善瑩

BSJ059ckhu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杜奇峰

BSJ060svxs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葉柏言

BSJ063qtia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楊華匡



BSJ064dsds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黃炳深

BSJ065zlld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胡凱文

BSJ067klax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謝心盈

BSJ068ioym 香港機械人學院 譚梓浚

BSJ069grco 香港機械人學院 呂諾

BSJ070fjhn 香港機械人學院 楊梓楠

BSJ074zwrr 香港機械人學院 文劭賢

BSJ077oksi 香港機械人學院 陳懷之

BSJ017wpjd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曾少亨

銅獎*

BSJ039phhc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張浩然

BSJ040pspb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張雯樂

BSJ041dxdx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洪銘

BSJ042oplv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許巽怡

BSJ043tdhd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李柏翹

BSJ044auvn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梁曦臣

BSJ045tsrz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馬肇堅

BSJ033babt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林卓溢

BSJ021hwxw 滬江小學 關柏烑

BSJ024jrez 滬江小學 吳泓彬

BSJ025sklr 滬江小學 周宇謙

BSJ055czqw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譚稀慈

BSJ056kkfi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謝心浩

BSJ078cwvg 香港機械人學院 關正晞

BSJ048aohu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周諾希

BSJ049wgsh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林臻訢

BSJ051uqhk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謝鎮宇

BSJ053jrvz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李浩霖

BSJ050mjcb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小學部) 梁曉彤

BSJ034yndf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盛恩霖

BSJ035gglk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梁晞雋

* 以上金獎、銀獎及銅獎名單按學校名稱及參賽編號順序排列。
為出線隊伍，大會將聯絡學校老師安排出線。

最佳設計大獎 BSJ058lcbe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鄧善瑩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比賽 -- 高級C組
獎項 參賽編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冠軍 BSC065onhp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梁景華

亞軍 BSC039xizl 香港培正中學 溫劭祈

季軍 BSC040kssh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金穎祺

金獎*

BSC002kwpb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賴鉅昌

BSC003docd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張洛珩

BSC004ohgm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楊卓諾

BSC005iqec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陳寧朗

BSC006lqna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袁僑駿

BSC068tggf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陳洛軒

BSC141maun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黎若海

BSC142kbkc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杜正淳

BSC114qxtd 潮州會館中學 范希柔

BSC115xbif 潮州會館中學 鄭約翰

BSC050pnxw 萬鈞伯裘書院 盧逸晴

BSC051udnj 萬鈞伯裘書院 招凱晴

BSC052rftt 萬鈞伯裘書院 鍾綺晴

BSC022vujg 香港仔工業學校 麥灼垣

BSC023ibsn 香港仔工業學校 陳兆熙

BSC032qkro 香港培正中學 連以心

銀獎*

BSC076chef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黃泓智

BSC077lkiz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鄧子聰

BSC063tfyh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陳熙

BSC119vpcc 潮州會館中學 吳梓浩

BSC092csaz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黄熙

BSC093gfyn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楊予謙

BSC095jxwo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劉子稜

BSC097xfex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吳卓桓

BSC053ruqa 萬鈞伯裘書院 林樂恆



BSC020qxcl 香港仔工業學校 何雋軒

BSC021rjds 香港仔工業學校 陳富權

BSC031xnmt 香港培正中學 楊承羲

BSC036vyud 香港培正中學 謝日駿

BSC038dvgl 香港培正中學 葉浩林

BSC132eeyu 香港機械人學院 徐峻熙

銅獎*

BSC007awuq 九龍工業学校 鄭嘉豪

BSC133ngie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周創恒

BSC136axth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麥梓豪

BSC137zsjp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鄭穎思

BSC139ayia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任政龍

BSC129xpzp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陳鵬輝

BSC064wkql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張溰浚

BSC066wcyh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馮浩麟

BSC067avrl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蘇澧彥

BSC069vann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蔡偉賢

BSC070cqlt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曾國浩

BSC073ejrm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龐恩諾

BSC074kuyj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黃安碩

BSC075bddy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黃梓滔

BSC024ybll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黃俊熙

BSC025jgkq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陳旻晞

BSC026vxfj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姚棨泓

BSC027kmen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趙頌然

BSC057bffx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梁曉琳

BSC091rvlk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謝珈晉

BSC113ntfz 潮州會館中學 林雨軒

BSC116msaj 潮州會館中學 楊敬謙

BSC117bakj 潮州會館中學 趙嘉俊

BSC118yygj 潮州會館中學 于仁瑋

BSC008ymwu 真光女書院 邱樂晴

BSC009fqst 真光女書院 陳嘉敏

BSC010woxe 真光女書院 馮少瑩

BSC011cosq 真光女書院 林子瑜

BSC080yjyy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吳煒量

BSC081lgvy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謝錦賢



BSC082yhfy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張智賢

BSC012lnqg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阮鶴年

BSC013wdcu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魏渲承

BSC014icpr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賴昊斌

BSC055fatm 恩主教書院 高豪廷

* 以上金獎、銀獎及銅獎名單按學校名稱及參賽編號順序排列。
為出線隊伍，大會將聯絡學校老師安排出線。

最佳設計大獎 BSC040kssh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金穎祺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比賽 -- 高級U組

獎項 參賽編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冠軍 BSU033lzon 藍田聖保祿中學 陳雅詩

亞軍 BSU003bzzl 福建中學 龐博

季軍 BSU039waxa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李柏年

金獎*
BSU037ulcm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葉哲朗

BSU038nsbf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林思宏

銀獎 BSU040meiq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孔德鉦

銅獎 BSU001oyyj 福建中學 梁學謙

* 以上金獎名單按參賽編號順序排列。
為出線隊伍，大會將聯絡學校老師安排出線。

最佳設計大獎 BSU033lzon 藍田聖保祿中學 陳雅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