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比賽 - 初級組
獎項 隊伍編號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參賽者名稱

冠軍 BSJ341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5 莫靖弘 王傲文 彭子桐

亞軍 BSJ158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

義學校 葵信二隊 黃鈺軒 蔡佳豪 李誠晞

季軍 BSJ175 滬江小學 SAPS03 陳梓軒 黃睿朗 陳博之

金獎 BSJ035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 Team12 鐔子誠 鄺昊陽 劉柏希

金獎 BSJ345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9 黃靖然 游昊康 蔡施齊

金獎 BSJ346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10 王俙喬 林樂欣 何采澄

金獎 BSJ044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

校 英皇二校A隊 劉峻亨 劉柏曦 余 涵

金獎 BSJ046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

校 英皇二校B隊 楊日昇 陸恩澤

金獎 BSJ094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

校 英皇二校D隊 許曉銘 李丞恩 毛彥碩

金獎 BSJ054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

錦輝中小學 A-School Team 1 張濠麟 郭禮誠 張瑜麟

金獎 BSJ055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

錦輝中小學 A-School Team 2 王杰登 張迅

金獎 BSJ478 香港機械人學院 BSJ478 唐梓朗 陳逸熹

金獎 BSJ480 香港機械人學院 BSJ480 徐子皓 王爾嘉 宋儆諾

金獎 BSJ174 滬江小學 SAPS02 黎繪津 梁蔚蕎 楊樂謙

金獎 BSJ176 滬江小學 SAPS04 黃俊源 莊騏謙 姚緻雅

金獎 BSJ177 滬江小學 SAPS05 張朗妍 詹芷頤 吳梓朗

銀獎 BSJ009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 Team 02 梁奕韜 商惟溪 陳樂程

銀獎 BSJ026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 Team09 趙可信 張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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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 BSJ600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 Team10 蕭栢翹 蕭浚翹

銀獎 BSJ337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1 孔煒然 譚諾行 李柏霖

銀獎 BSJ338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2 謝卓穎 羅嘉和 林子喬

銀獎 BSJ342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6 何兢康 劉存希 羅俊希

銀獎 BSJ343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7 蔡以謙 麥翊軒 洪柏翹

銀獎 BSJ344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8 周愷駿 楊肇倫 何綽謙

銀獎 BSJ112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

校 沙胡機械人第二小隊 謝岸延 楊鎮瑋 黎施蘭

銀獎 BSJ121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相撲1隊 呂佳誠 高偉文 王梓驊

銀獎 BSJ047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

校 英皇二校C隊 梁靖昌 高子然 洪智楷

銀獎 BSJ088 香港培正小學 PCPS MAKER TEAM 2 羅頌琛 馮子樂 李逸賢

銀獎 BSJ31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

書院 莫亦樂 莫亦恩

銀獎 BSJ319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

書院 周紀霖 陳海琳

銀獎 BSJ479 香港機械人學院 BSJ479 毛耀謙 歐縉昇

銀獎 BSJ16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

義學校 葵信四隊 翁梓逸 張芷盈 梁美怡

銅獎 BSJ024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 Team08 陳子睿 汪愷亮 王譽崢

銅獎 BSJ027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 Team11 林珀諺 李卓熹

銅獎 BSJ339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3 黎浩朗 王梓軒 葉竣銘

銅獎 BSJ340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4 劉思予 張若雷 高懿

銅獎 BSJ043 李鄭屋官立小學 Ghost Reaper
吳承祐 阮健豪 ALI NOOH
YASIN

銅獎 BSJ109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

校 沙胡機械人第一小隊 黃凱玟 黃柏維 江承錦

銅獎 BSJ113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

校 沙胡機械人第三小隊 何浚韜 黃凱悅 甘梓滔

銅獎 BSJ083 坪石天主教小學 PSEC Team A 張卓立 陳鶴立 陳希朗

銅獎 BSJ084 坪石天主教小學 PSEC Team B 賴柏安 黃嘉祺 江栢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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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BSJ085 坪石天主教小學 PSEC Team C 沃鍵臻 牟芷穎 胡嘉婷

銅獎 BSJ122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相撲2隊 譚稀慈 李洛妍 蕭傲軒

銅獎 BSJ056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

錦輝中小學 A-School Team 3 曾少泓 崔行樂 黎喆

銅獎 BSJ05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

錦輝中小學 A-School Team 4 盧子橋 鄧卓昊

銅獎 BSJ087 香港培正小學 PCPS MAKER TEAM 1 陳軼哲 李曉諾 黃靖翹

銅獎 BSJ31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

書院 張博然 馬珩睿

銅獎 BSJ313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

書院 程嘉銘 商詠芯

銅獎 BSJ314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

書院 郭睿泓 梁柏悅

銅獎 BSJ315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

書院 陳朗丞 鍾梓賢

銅獎 BSJ316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

書院 陳雋喬 何梓羽

銅獎 BSJ318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

書院 余明思 潘美妤

銅獎 BSJ15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

義學校 葵信一隊 劉振賢 梁子賢 巫崇瑄

銅獎 BSJ16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

義學校 葵信三隊 吳葆怡 蕭蕊藍 方曉婷

銅獎 BSJ123 聖安當小學 安當Sumo A隊 鍾耀昇 陳梓軒 孟令威

銅獎 BSJ125 聖安當小學 安當Sumo B隊 屈駿謙 鍾珈樂 郭信希

銅獎 BSJ172 滬江小學 SAPS01 鄭康賢 李天朗 黃柏訢

*金獎、銀獎及銅獎列表按學校名稱排名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