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學生近年參加校外 STEM 比賽獲獎舉隅 

 

年份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科學探究 (理科) 

2017-2018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

大賽 
一等獎 (太陽能模型車大

賽精工組) 
2C 馬一波 

2017-2018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

大賽 
最佳設計一等獎  (太陽能

模型車大賽精工組) 
3B 郭頌晴 3B 鄺琬婷

3B 曾婉美 

2016-2017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飛向太

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

型教育競賽 

水火箭射靶賽，中學男子

組：一等獎 (第一名) 
3C 陳權輝 

2016-2017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飛向太

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

型教育競賽 - 香港區選拔賽 

黃鸝手擲飛機直線距離賽

，中學男子組： 一等獎

(第一名) 

3C 陳權輝 

2015-2016 第十八屆「飛向北京飛向太

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

型教育競賽 - 香港區選拔賽 

水火箭射靶賽，中學男子

組：一等獎 (第五名) 
2B 陳權輝 

2015-2016 第十八屆「飛向北京飛向太

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

型教育競賽 - 香港區選拔賽 

水火箭射靶賽，中學男子

組 ：一等獎 
2B 岑子丰 

2016-2017 ＣＷＢ遙控車大賽 冠軍 2A 陳偉堃 2A 陸正山

2A 朱鑫榮 

2014-2015 2014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

競技大賽 
最佳設計及創意獎 2B 楊為賢 2B 柯穎詩 

2B 簡愷賢  

機械人 (電腦科) 

2017-2018 YMHK香港青少年機械 
工程協會，香港學界機械人相

撲賽 

冠軍 2B 繆凱鏗 2C 馬一波 
2B 梁浩然 2C 黃錦華 
 

2017-2018 YMHK香港青少年機械 
工程協會，香港學界機械人相

撲賽 

亞軍 1B 陳嘉俊 1B 甄梓巽 
1B 梁樂恆 1B 梁皓堯 

2016-2017 YMHK香港青少年機械 
工程協會，香港青少年機械人

聯校相撲賽 

銀獎 (中學組) 2A 朱鑫榮 2A 陸正山 
2A 蘇靖恆 3B 施振傑 
3B 茹鎮軒 3B 謝偉健 

2016-2017 2017教聯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

人大賽 
銅獎 (避障競速比賽初

中組) 
1B 黃錦華 1C 梁浩然 

2015-2016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

港區挑戰賽 
銅獎 (太空任務挑戰

賽) 
4A 謝旻樺 4A 周倬嵐 
4E 梁瑜珊 



2015-2016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

港區挑戰賽 
銅獎 (相樸挑戰賽) 3A 孫俊明 3A 林滸椉 

3B 簡愷賢 

2014-2015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2015 「數」藝三等獎 6A 施啟智 6B 唐浚偉 
6C 張家熊 6C 文志超 
6D 李兆昀 

2014-2015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2015 「禮」藝三等獎 4A 羅嘉昌 4A 李月 
4B 夏泳洪 4B 林詠欣  
4B 邱樂瑤 4B 楊駿洛 
4C 麥迪文 4D 楊紫健 

2014-2015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

區挑戰賽 
二等獎 (創意賽) 3C 朱泳健 3C 布瀚文 

2B 孔祥耀 2B 簡愷賢 

2013-2014 亞洲機器人錦標賽2013(澳門) 銅獎 (Vex 機械人) 4A 區浩研 4A 周芷琪 
4A 盧國雄 4B  洪曉萍  
4B 馬俊賢 4B 曾惠儀 
4C 羅煜楊 4C 麥迪文 
4C 黃樹培 4C 楊俊威 
4D 郭志健 5D 冼嘉恆 
5D 王浚暉 

2012-2013 亞洲機械人錦標賽2013(台灣) 季軍 (機械人相樸) 3A 區浩研 3A 周芷琪  
3A 盧國雄 3A 洪曉萍 

Arduino (跨科：綜合科學及電腦科) 

2016-2017 理工大學生物工程學系，

STEM工作坊肌電氣球戰車比

賽 

最佳表現獎 2A 蘇靖恆  
2B 袁誠駿 

編程 (電腦科) 

2015-2016 電腦應用程式編程比賽2016 優異獎 (初中組專題習

作比賽) 
3B 孔祥耀 

2013-2014 電腦應用程式編程比賽2014 季軍 (高中組專題習作

比賽) 
4A 區浩研 

2013-2014 電腦應用程式編程比賽2014 季軍 (初中組專題習作

比賽) 
3A 蔡詠淇 

2012-2013 Hong Kong City U-CS Robocode 
Contest 2014 2012 

冠軍 6E 鄭頌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