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bo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 - 初級組
獎項 隊伍編號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參賽者名稱

冠軍 RPJ449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Ture Light G3 范心誼 李亦翹

亞軍 RPJ129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004 朱嬿菲 張善僖 劉知熹

季軍 RPJ495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5 郭朗彥 郭永謙 陳浩翹

金獎 RPJ074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 Team1 吳崇熹 余卓熹

金獎 RPJ150 光明學校 光明1隊 黃濼因 鄧政言 伍峻宏

金獎 RPJ158 光明學校 光明2隊 江獻科 陳褰寘 蔡兆鉦

金獎 RPJ450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Ture Light G4 黃暐孜 李芷悠 王施悅

金獎 RPJ448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Ture Light G2 卞樂欣 黃筠雅 傅小米

金獎 RPJ499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9 李芷浩 王皓正 曾柏熹

金獎 RPJ493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3 黃智暉 張昕燊 馮景謙

金獎 RPJ502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502 江懷鞠 黃浩雲 陳彥希

金獎

RPJ488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88 畢嘉樹 汪卓橋 蘇鉅允

金獎 RPJ090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RPJ090 黃梓安 譚俊晞 黃子睿

金獎 RPJ601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荔天1隊 談祉博 王浠瑜 楊晞

金獎 RPJ031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荔天2隊 莊嘉軒 梁浩鏞 謝嘉蔚

金獎

RPJ067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

學校

LSTS TEAM A 楊巧冰 林煒喬 蕭朗晞

金獎 RPJ029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循理PARADE2 伍梓維 李明鉅 黎子怡

金獎 RPJ128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003 蔡以恒 徐天昊 李善嘉

金獎 RPJ131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006 蘇以晨 陳凱信 張倬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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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 RPJ187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Lckps 2 區雪翹 林哲僖 劉忠彥

金獎 RPJ185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Lckps 3 關羽喬 李焯嵐

金獎 RPJ446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RP Team 6 葉俊廷 黃子雨 鄭子康

金獎 RPJ441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RP Team 1 李欣澄 葉匡碩 陳啟薪

金獎 RPJ197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LTMPS01 陳致燊 楊樂瀅 蘇弘正

金獎 RPJ199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LTMPS03 關柏謙 張晉熹 林康正

銀獎

RPJ136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

帆道）A隊
洪芷晴 許栢翹 劉浩森

銀獎 RPJ02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TPOMPS Team07 陳志立 葉晞澄 廖梓童

銀獎 RPJ081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 Team4 唐心妍 伍慧妍 黃海澄

銀獎 RPJ079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 Team2 潘煒然 王宥澄 馮熙然

銀獎 RPJ082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 Team5 許浚晞 潘建宇 王鎧耀

銀獎 RPJ440 民生書院小學 MSCPS14 何映澄 蔡梓朗 何采澄

銀獎 RPJ116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巡遊2隊 梁棹旗

銀獎 RPJ115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巡遊1隊 姜博文

銀獎 RPJ447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Ture Light G1 胡潔心 林紫悅 馮國南

銀獎 RPJ491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1 王思諾 葉傲風 毛安娜

銀獎 RPJ501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501 劉晏齊 何棨政 黃子翹

銀獎 RPJ494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4 熊梓瑶 陳倚恩 錢熹言

銀獎 RPJ496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6 李天愷 張宸睿

銀獎 RPJ055 祖堯天主教小學 祖天小巨人 張又天 李雋樂 梁家豪

銀獎 RPJ033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荔天4隊 彭宏朗 陳宣宇 趙樂桐

銀獎

RPJ069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

學校

LSTS TEAM C 叢培悅 呂玥璇 陳芷瑩

銀獎

RPJ068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

學校

LSTS TEAM B 梁博然 鍾禮信 林一諾

銀獎 RPJ030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循理PARADE1 施若彤 許詠沁 鍾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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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 RPJ602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Sunny Robot 劉堃 丘紫瑄 戈绍丞

銀獎 RPJ127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002 梁銘祐 陳懷哲 邱孝然

銀獎

RPJ130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005 陳知行 葉皓然 伍詩華

銀獎 RPJ443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RP Team 3 李若瑜 包祖謙 邱浚哲

銅獎

RPJ141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
帆道)B隊

黃汝馨 葉昌麟 王昪

銅獎 RPJ080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TKP Team3 黃靖 陳嘉穎 譚皓偉

銅獎 RPJ140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天循 繆偉軒 張信晞 梁善行

銅獎

RPJ107 李鄭屋官立小學 Blue Star Limbu Ingsa
Bieni Chiyerem

Favour Limbu Yojan
Hang

銅獎 RPJ117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巡遊3隊 郭傲晴

銅獎 RPJ119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巡遊5隊 李昕瞳

銅獎 RPJ120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巡遊6隊 黃進煒

銅獎

RPJ118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小巡遊4隊 彭燊

銅獎 RPJ451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Ture Light G5 曾樂施 吳梓穎

銅獎 RPJ498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8 陳若光 陳禮信 梁愷敏

銅獎 RPJ492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2 杜俊其 梁洛文 葉啟希

銅獎 RPJ487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87 吳柏毅 吳倬綸

銅獎 RPJ489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89 譚晉楠 溫浚峰 龔樂翹

銅獎 RPJ490 香港機械人學院 RPJ490 石祖誠 李傲凝 甄釗穎

銅獎 RPJ091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RPJ091 余思澄 林鈺燦 洪朗穎

銅獎 RPJ032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荔天3隊 談耀楓 陳顥浚 李學廉

銅獎 RPJ126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SPCCPS 001 林在心 陳旻澤 曾皓楠

銅獎 RPJ186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Lckps 4 劉夏冉 葉棽

銅獎 RPJ183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Lckps 1 麥鈞程 程震文 冼俊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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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RPJ442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RP Team 2 劉奕亨 麥泓禧 陳柏睿

銅獎 RPJ445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RP Team 5 施温彧 吳天藝 梁曉雋

銅獎 RPJ198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LTMPS02 蔡瑋謙 盧俊樂 林洛煒

*金獎、銀獎及銅獎列表按學校名稱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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