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ttleSumo機械人相撲比賽 (初級組) 
 

隊伍編號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BSJ01 香港機械人學院 RIHK BSJ01 楊梓楠 羅羽昇  

BSJ02 香港機械人學院 RIHK BSJ02 關正晞 文劭賢 毛耀德 

BSJ03 香港機械人學院 RIHK BSJ03 徐峻熙 陳懷之 蔡曦陽 

BSJ04 香港機械人學院 RIHK BSJ04 林彥博 譚梓浚 汪程 

BSJ05 香港機械人學院 RIHK BSJ05 李政言 王思喆 李愷剛 

BSJ06 香港機械人學院 RIHK BSJ06 呂諾 羅子淇 邱芷晴 

BSJ07 香港機械人學院 RIHK BSJ07 羅日希 陳昇憲  

BSJ08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孫小SUMO 鍾博徽 張煜 陳壽年 

BSJ09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

學校 何壽基一隊 張澤男 張鎮彬 范子耀 

BSJ10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

學校 何壽基五隊 鄭思翰 戴寧凡 謝明卓 

BSJ11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基華A隊 蘇軒恩 張謙揚 區煜寧 

BSJ12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基華B隊 盧恩加 洪銘 麥富強 

BSJ13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Black Angel 楊澤誠 姚浩茗 梁錫昆 

BSJ14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骷髏軍團 李子軒 林子深 謝振邦 

BSJ15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浸大附小王錦輝一隊 陳思朗 陳建璁  

BSJ16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浸大附小王錦輝二隊 陳顥謙 徐樂然  

BSJ1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浸大附小王錦輝三隊 陳敖天 林柏橋  

BSJ18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浸大附小王錦輝四隊 李嘉駿 戴書治  

BSJ19 陳瑞祺(喇沙)小學 CSKPS機械人第一小隊 甘澤熙 呂喆 曾柏滔 

BSJ20 陳瑞祺(喇沙)小學 CSKPS機械人第二小隊 任晉聲 何澤皓 蔡旻軒 

BSJ21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Sumo1 劉逸弘 陳君霖 陳君晧 

BSJ22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Sumo2 鍾遨然 趙鏵燊 文光耀 

BSJ2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Sumo3 陳建銘 曾梓滔 徐曦懿 

BSJ24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 Team L 楊尊 麥竣然 何銘朗 

BSJ25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 Team M 吳柏霖 吳書皓 王有章 

BSJ26 滬江小學 滬江sumo1隊 劉沛希 奚雪兒 傅思楠 

BSJ27 滬江小學 滬江sumo2隊 陳凱治 關柏烑  

BSJ28 滬江小學 滬江sumo3隊 洪翊舜 莊縉熹 盧子飛 

BSJ29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TSBCPS Group 1 盧曉瑩 彭晞文 黃穎詩 

BSJ30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TSBCPS Group 2 黃海朋 陳賀弦 張皓朗 



BSJ31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STS1 陳柏浩 黃騝熹 黃宇韜 

BSJ32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STS2 吳焯謙 叢培樂 陳宇軒 

BSJ33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STS3 陳溢朗 鄧玥怡  

BSJ34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STS4 羅樂行 董家希  

BSJ35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寶湖A隊 鄭啓宥 石珈頤 黃仴佟 

BSJ36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寶湖B隊 林思睿 翟方語 林懷信 

BSJ37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1 吳文皓 李昭明 陳柏喬 

BSJ38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2 何采澄 林樂欣 黃叡研 

BSJ39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3 扶願成 黃信之 袁鎧翃 

BSJ40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4 何芷忻 洪鋆宥 林俊宇 

BSJ41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5 梁家霖 盧子雋 周朗傑 

BSJ42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6 文守正 鄧倬晉 鍾卓軒 

BSJ43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7 楊誠傑 施卓熹 劉心謙 

BSJ44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8 黎心悅 呂亦宬 胡洛維 

BSJ45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SUMO9 郭柏加 譚博禧 陳柏文 

BSJ46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STS6 吳珈縉 謝士昊  

BSJ47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

德學校 LSTS7 何縉穎 談煒培 李佳諾 

BSJ48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LCKPS01 柯柏匡 徐嘉汶 林永濠 

BSJ49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LCKPS02 葉明軒 陳宏熙 安悠逸 

BSJ50 新加坡国际学校 Robo Warriors 李德辉 郑建铭  

BSJ51 新加坡国际学校 Robo Soldiers 刘晋廷 黄智龙  

BSJ52 新加坡国际学校 Robo Galaxy 陈逸峰 汪睿涵  

BSJ53 新加坡国际学校 Robo Buddies 李泊远 张俊谦  

BSJ54 新加坡国际学校 Robo Squad 王康旭 蔡劻霖 韩匀韬 

BSJ55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A隊 梁芷喬 陶則然 陳兆朗 

BSJ56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B隊 關子健 陶雋彥 鄧敬業 

BSJ57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C隊 陳凱權 戴常駿 許卓樂 

BSJ58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D隊 聶純一 馮天佑 彭旭輝 

BSJ59 筲箕灣官立小學 筲箕灣 1 隊 羅浩鵬 楊啟堅 區溢球 

BSJ60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KTS 姚逸桐 段慕然 江敏澄 

BSJ6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TSL Rocky 林卓溢   

BSJ62 筲箕灣官立小學 筲箕灣 2 隊 龍保錚 翁海富 吳嘉昇 

BSJ63 筲箕灣官立小學 筲箕灣 3 隊 朱怡澄 朱怡愷 楊廷軒 

BSJ64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1 馬文樂 張卓軒 宋恩健 

BSJ65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2 岑諾晞 謝卓宏  

BSJ66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3 吳永深 陳井然 蔡文濤 

BSJ67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4 郭浩賢 蔡俊賢 陳仟樹 

BSJ68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5 許竣然 鄧景維 駱駿炫 

BSJ69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6 黃雨霏 陳冠中 周希汶 

BSJ70 優才書院(小學部) GT-Sumo1 李思毅 葉曦灝 冼嘉樂 

BSJ71 優才書院(小學部) GT-Sumo2 李梓量 黎皓文 郭峻彥 



BSJ72 優才書院(小學部) GT-Sumo3 何樂行 潘溢熙 湯皓捷 

BSJ73 優才書院(小學部) GT-Sumo4 胡定康 廖灝南 張瑞清 

BSJ74 優才書院(小學部) GT-Sumo5 李皓庭 蘇宏熹 梁新初 

BSJ75 優才書院(小學部) GT-Sumo6 霍美瑾 邱芷希 周芷萱 

BSJ76 優才書院(小學部) GT-Sumo7 4B 區子諾 張鈞皓 楊禮滔 

BSJ77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1 邱靖博 梁銘軒 張肇哲 

BSJ78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2 梁滙宗 李邦駿 李展旻 

BSJ79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3 喬樂熙 陳菁霖 曹志浩 

BSJ80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4 梁雅壁 張芷瑜 熊鍱 

BSJ8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

校 KSL Robot Team A 黃警慷 江名軒 俞進希 

BSJ8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

校 KSL Robot Team B 趙宗謙 劉家俊 陳祖揚 

BSJ83 天主教明德學校 MTCS A 吳博藍 朱吾琛 廖見崙 

BSJ84 天主教明德學校 MTCS B 李梓軒 林承希 王思朗 

BSJ85 天主教明德學校 MTCS C 呂悠靜 霍詠蕎 黃子建 

BSJ8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

校 KSL Robot Team C 余心如 黃凱童 鄭耀鑫 

BSJ8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

校 KSL Robot Team D 戴振軒 莊浚熙 黃鏵正 

BSJ88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idpmps 李鴻睿 洪子軒  

BSJ89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LA CODBOT 崔嘉朗 陸悠揚 羅雅樹 

BSJ90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None of your business 關
你鬼事 趙展樂 古梓廷 羅溢晞 

 



 

BottleSumo機械人相撲比賽 (高級C組) 
 
隊伍編號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BSC01 香港機械人學院 RIHK BSC01 葉子郁   

BSC02 真光女書院 3TLers 林子瑜 馮少瑩 邱樂晴 

BSC03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衡怡創科 A 陳嘉俊 甄梓巽 梁皓堯 

BSC04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衡怡創科 B 蘇彼特 劉軒綜 姚政希 

BSC0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SKSS Team 1 張嘉熙 吳溢潼 吳柏霖 

BSC06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九龍塘機械 葉永傑 符鼎昊 戴宏旭 

BSC07 藍田聖保祿中學 spslt 3 黎貝妍 郭嘉淇 陳冠銘 

BSC08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PLKNO1 SUMO1 郭嘉皓 劉浚丞 袁僑駿 

BSC09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PLKNO1 SUMO2 史卓軒 梁沐君 賴鉅昌 

BSC10 迦密愛禮信中學 calfss robotics 1 陳浩洋 陳振維  

BSC11 迦密愛禮信中學 calfss robotics 2 楊俊軒 曾誠 林筠浩 

BSC12 喇沙書院 LSC Sumo 鍾柏綸 鄺衍麒 劉卓楠 

BSC13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KTC_只會往前 王皓泓 陳梓軒 陳浩威 

BSC14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KTC_美麗弓箭 馮枰聰 魏堅威 黃建楠 

BSC15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KTC_master oof 陳炯希 董嘉傑  

BSC16 基督教崇真中學 基崇一 莫迦南 伍暐廷 黃溥希 

BSC17 基督教崇真中學 基崇二 陳炫旭 鄒家希 伍烺晞 

BSC18 拔萃男書院 DBS-01 陳君皓 周靖耀  

BSC19 拔萃男書院 DBS-02 黃昱銘 鄧正平  

BSC20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PLK83 容焯恒 何希哲 陳鵬輝 

BSC21 民生書院 MSC4 鄧倬軒 劉朗廸  

BSC22 民生書院 MSC5 何柏禧 陳彥宇  

BSC23 民生書院 MSC6 李哲朗 何深  

BSC24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Pacific Rim 夏崇傑 陳浩然 莊嘉怡 

BSC25 伯裘書院 PAKKAU TEAM 1 施宗良 李晉諾 陳珏諄 

BSC26 伯裘書院 PAKKAU TEAM 2 黃君灝 陳俊豫 胡君臨 

BSC27 伯裘書院 PAKKAU TEAM 3 羅康佑 霍壢珩 陳嘉燁 

BSC28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堅樂A隊 李文傑 郭子滔 陳明政 

BSC29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堅樂B隊 鄭駿達 張業傑 黃俊杰 

BSC30 民生書院 MSC10 朱啟冲 余俊賢  

BSC31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LWRT 黃弘匡 黃泊源 郭諺熹 

BSC32 滙基書院（東九龍） UCCKE bottle sumo 梁梓峰 施晴 謝亦曦 

BSC33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Anonymity 曾國浩 蔡偉賢 陳洛軒 

BSC34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異體字 蘇澧彥 鄭穎聰 趙曉弘 



BSC35 天水圍香島中學 HT07 李文雋 謝俊希  

BSC36 天水圍香島中學 HT08 周家永 劉秉臻 柯駿傑 

BSC37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TKP1 陳琪諾 尤子坤 劉添陽 

BSC38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TKP02 林子豪 馮冠霖 王子諾 

BSC39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全部 王均均 陳如虹 陳樂天 

BSC40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YEE 楊予謙 司徒少龍 郭致樂 

BSC41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Thunder 劉子稜 梁力泓 鍾建富 

BSC42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Freeze 蔡思琪 黃騰 李聖賢 

BSC43 九龍工業學校 KTS03 鄭嘉豪 閉曉聰 司徒鈺曦 

BSC44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大比 吳卓衡 張溰浚 馮浩麟 

BSC45 佛教黃允畋中學 WWT 1 趙嘉珊 張心言 甄芷澄 

BSC46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Call slip 

Lam Chun 

Ho 

Wong 

Rees Allan 

Tong 

Chun Man 

BSC47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Chicken Nugget 

Yau Pak 

Hei Nic 

Yam Chun 

Hei 

Law Tsz 

Yuen 

BSC48 天水圍香島中學 HT05 呂旻翀 駱俊灝 文澤昇 

BSC49 天水圍香島中學 HT06 楊秉晉 芮楚鋒  

BSC50 潮州會館中學 CCA01 郭子榆 吳智聰 庾子榮 

BSC51 潮州會館中學 CCA02 張柏堯 何卓謙 林日僖 

BSC52 潮州會館中學 CCA03 陳鈞傑 蔡鎮宇 黃穎希 

BSC53 潮州會館中學 CCA04 鄧逸軒 梁智豪 張立輝 

BSC54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相撲達人A隊 羅承峻 謝子康 黃志勇 

BSC55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相撲達人B隊 梁振譽 黃楊鴻 何文滙 

BSC56 佛教黃允畋中學 WWT 3 陳澤華 葉澄 勞漢生 

BSC5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Crazy Coders 李溢希 林明川 陸華樂 

BSC58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秋媃嫣姬 李翃 李皙  

BSC59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RobotLogos 梁宏希 陳諾曦 陸焯諾 

BSC60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Syntax Error 洪銘禧 梁凱謙  

BSC61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Dream Catcher 2.0 蕭諾民 陳頌恩 蕭雅頌 

BSC6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Sweet 'n' Sour Fried Fish 趙丞中 賴柏謙 林嘉浩 

BSC63 香港培正中學 Union Achilles 黃漢傑 李浩泓 鄭羽辛 

 



 

BottleSumo機械人相撲比賽 (高級U組) 
 
隊伍編

號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BSU01 祟真書院 Hypocrite 楊浩然 余朗鑫 張錦榮 

BSU02 祟真書院 if we do, we can 林良達 區家謙 余金俊 

BSU03 聖傑靈女子中學 SCSG Sumo Team 1 張溶容 鄧茝元  

BSU04 聖傑靈女子中學 SCSG Sumo Team 2 蘇嬅欣 江寶欣 黎凱彤 

BSU05 聖傑靈女子中學 SCSG Sumo Team 3 李嘉欣 劉彥彤 施采瑤 

BSU0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

學 心誠老人院 遤浩賢 張文政 陳浩俊 

BSU0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

學 心誠創世神 朱鎬均 蕭浩文 蘇俊杰 

BSU08 藍田聖保祿中學 spslt 1 陳雅詩 陳希怡 

李筱箬　　

　 

BSU09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KTC_鉛芯筆 陳家諾 黎機喆 黃思力 

BSU10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KTC_NowUCme 黃傑豪 陳嘉鍵  

BSU11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

學 OrangeBook 謝諾思 張庭瑋 杜易恒 

BSU12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

學 Smart 李亦繕 歐陽子楚  

BSU13 民生書院 MSC8 傅明翰 鄭承致  

BSU14 保祿六世書院 PPVIC 01 庾綽倖 關詠茵 黎澔潼 

BSU15 保祿六世書院 PPVIC 02 文芷炘 廖雁婷 廖藹琪 

BSU16 保祿六世書院 PPVIC 03 黃鎧鏇 陳爾婷 梁樂兒 

BSU17 保祿六世書院 PPVIC 04 張燁樺 王喜霖 汪施呈 

BSU18 保祿六世書院 PPVIC 07 鄭伊淇 蘇頌雅 鄭婉羚 

BSU19 保祿六世書院 PPVIC 05 李潁銦 黎傲澄  

BSU20 保祿六世書院 PPVIC VI 陳昱言 鄭蔚霖  

BSU21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Error 401 古建明 馮啟淪 許汶粵 

BSU22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機長械天 李柏年 鍾濠駿 李俊傑 

BSU23 龍翔官立中學 X Burner 馮慧欣 官俊琳  

BSU24 龍翔官立中學 Assassins Pride 石淦廷 梁振毅 林可茵 

BSU25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WKC01 廖朗森 陳仁禮 林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