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角官立上午小學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科技創作大賽 

參賽名單 

I. 個人項目 

姓名 班級 性別 作品名稱 類別 負責老師 

1. 譚智丰 4A 男 放濕器 作品 利蘭詩 

2. 石依蕊 4A 女 歡樂食物恆溫盤 作品 利蘭詩 

3. 林德康 4A 男 輕便式乾衣驅味器 作品 利蘭詩 

4. 陳浩澄 4B 男 無線防盜鈴 作品 利蘭詩 

5. 黎子樂 4C 男 環境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論文 雷佩君 

6. 曾傑培 4C 男 自動紙巾帽 作品 雷佩君 

7. 鄧偉峰 4C 男 孔雀魚的生長過程 論文 雷佩君 

8. 薛嘉薇 4D 女 自動澆水器 作品 周達強 

9. 黃俊揚 5A 男 黃豆在不同環境下的生長過程 論文 黃藝婷 

10. 區詠彤 5A 女 失明人士登車輔助器 作品 黃藝婷 

11. 潘謙舜 5A 男 小學生的肥胖問題 論文 黃藝婷 

12. 林敏滔 5A 男 紅樹林生態環境 論文 黃藝婷 

13. 李英研 5A 男 不同泥土種植的分別 論文 黃藝婷 

14. 盧曉彤 5A 女 備長炭對植物生長的研究報告 論文 黃藝婷 

15. 羅亦進 5B 男 石油氣瓶容量器 作品 利蘭詩 

16. 李卓� ̂ 5B 男 酸雨 論文 利蘭詩 

17. 沈康儒 5D 男 熱飲吹暖器 作品 葉家俊 

18. 蔣傲瑤 6A 女 屁股免溼廁所板 作品 許佩璇 

19. 廖柏明 6A 男 小型尋人器 作品 許佩璇 

20. 羅建邦 6A 男 冰的認識 論文 許佩璇 

21. 蕭泳詩 6A 女 觀察紅豆在不同環境下的生長情況 論文 許佩璇 

22. 賴淦梆 6A 男 萬能扶手杖 作品 許佩璇 

23. 袁柏豪 6B 男 環保萬花筒 作品 王如菁 

24. 張欣彤 6B 女 空氣污染問題 論文 王如菁 

25. 俊耀��  6B 男 有機耕種 論文 王如菁 

26. 賴智輝 6D 男 噴水筆 作品 許佩璇 

27. 黃珈縉 6D 男 信箱感應器 作品 許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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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集體項目 

姓名 班級 性別 作品名稱 類別 負責老師 

1. 鄭樂怡、張芷盈 4A 女 探討小學生的環保意識 論文 利蘭詩 

2. 林劍鋒、林煒 、李君� �� 4B 男、男、女 開門亮燈器 作品 利蘭詩 

3. 李盈嘉、施曉瑩 5A 女 廢物回收箱是否要大小一樣 論文 黃藝婷 

4. 區浩馳、李祁、陳碗姍 5A 男、男、女 學童近視研究 論文 黃藝婷 

5. 趙浚宏、林董銘、黃美華 5A 男、男、女 探討中醫藥的發展 論文 黃藝婷 

6. 蕭筠悅、邱凱雯、蔡詠諭 5A 女 顏色治療 論文 黃藝婷 

7. 周健、陳嘉、胡旭柏 5D 男 太陽能風扇 作品 葉家俊 

8. 黃諾賢、喬威、彭競樑 4D 男 遙控清潔車 作品 雷佩君 

10. 蔡啟榮、佘錦洪 6A 男 廢物分類回收箱 作品 許佩璇 

11. 楊榮泉、何 謙、石卓謹�  6A 男 隱形毛筆研究報告 論文 許佩璇 

12. 陳天佑、黃敏怡、鄭俊傑 6A 男、女、男 第三隻眼 作品 許佩璇 

13. 陳億霖、張詠琛、梁素香 6A 女 聲控燈 作品 許佩璇 

14. 陳俊豪、張敏彥、李淇君 6A 男 環保家居污水淨化器 作品 許佩璇 

15. 劉潔怡、戴伊彥、林蔚琪 6A 女 隱形墨水 論文 許佩璇 

16. 呂勇霆、梁啟泰、王志中 6A 男 傷殘人土自助餵食機 作品 許佩璇 

17. 蔣曉彤、高綽潼、林曉萍 6B 女 麵包(神奇的黴菌) 論文 王如菁 

18. 廖彥焙、袁梓揚、彭瑋霖 6B 男 流動環保回收車 作品 王如菁 

19. 陳文祈、蔡奕逸、胡澤安 6B 男 磁力防撞車 作品 王如菁 

20. 楊曉桐、任謙鳴、黎子進 6B 男 環境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論文 王如菁 

21. 李曉妍、李雅荃、蔡睿 6B 女 兩用瓶 作品 王如菁 

22. 黃凱敬、黃樂軒、鄧家進 6B 男 環保清潔劑 作品 王如菁 

23. 洪振邦、姜正 6B 男 自動灑水器 作品 王如菁 

24. 譚家偉、何灝謙、王雄 6C 男 戶外照明筆 作品 程少玲 

25. 李家禧、邱紹康 6C 男 保安全手杖 作品 程少玲 

26. 駱汶樺、陳紫清 6D 女 拾球器 作品 許佩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