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機械 由我創 2017 – 得獎名單」 

─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 

 P.1 

 

組別 小學組 

參賽編號 參賽學校 獎項 

RPE01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等獎 

RPE02 佛教志蓮小學 二等獎 

RPE03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RPE04 聖公會基顯小學 ⼀等獎 

RPE05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亞軍 

RPE06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等獎 

RPE07 合⼀堂學校 ⼀等獎 

RPE08 筲箕灣官立小學 ⼀等獎 

RPE09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等獎 

RPE10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三等獎 

RPE11 元朗商會小學 ⼀等獎 

RPE12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RPE13 培基小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三等獎 

RPE14 保良局陳溢小學 三等獎 

RPE15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RPE16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等獎 

RPE17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二等獎 

RPE18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RPE19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三等獎 

RPE20 福榮街官立小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三等獎 

RPE21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二等獎 

RPE22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二等獎 

RPE23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二等獎 

RPE24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小學部） 三等獎 

RPE25 光明學校 二等獎 

 

  



 

  

 

 

 

 

「智能機械 由我創 2017 – 得獎名單」 

─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 

 P.2 

 

組別 小學組 

參賽編號 參賽學校 獎項 

RPE26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三等獎 

RPE27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三等獎 

RPE28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二等獎 

RPE29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三等獎 

RPE31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季軍 

RPE32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RPE33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等獎 

RPE34 迦密愛禮信小學 二等獎 

RPE35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二等獎 

RPE36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RPE37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二等獎 

RPE38 ⺠⽣書院小學 ⼀等獎 

RPE39 元朗官立小學 二等獎 

RPE40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二等獎 

RPE41 九龍靈光小學 二等獎 

RPE42 聖博德學校 冠軍 

RPE43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等獎 

RPE44 馬鞍山靈糧小學 二等獎 

RPE45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三等獎 

RPE46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二等獎 

RPE49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二等獎 

RPE50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二等獎 

RPE51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三等獎 

RPE52 港大同學會小學 二等獎 

RPE53 寶血會思源學校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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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小學組 

參賽編號 參賽學校 獎項 

RPE54 路德會沙崙學校 三等獎 

RPE5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二等獎 

RPE56 嘉諾撒小學 三等獎 

RPE57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三等獎 

RPE58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三等獎 

RPE59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三等獎 

RPE60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二等獎 

RPE61 青山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RPE62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RPE63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RPE64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小學部) 二等獎 

RPE65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二等獎 

RPE66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等獎 

RPE67 天主教伍華小學 二等獎 

RPE68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二等獎 

RPE69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二等獎 

RPE70 北角衞理小學上午校 二等獎 

RPE72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最佳團體精神獎 及 ⼀等獎 

RPE74 聖安當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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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中學組 

參賽編號 參賽學校 獎項 

RSE01 中華基金中學 ⼀等獎 

RSE02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RSE03 天主教培聖中學 二等獎 

RSE04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二等獎 

RSE05 聖文德書院 二等獎 

RSE06 福建中學(小⻄灣) ⼀等獎 

RSE07 迦密柏雨中學 二等獎 

RSE08 五邑司徒浩中學 二等獎 

RSE09 聖保羅書院 冠軍 

RSE10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三等獎 

RSE11 佛教黃鳳翎中學 季軍 

RSE12 慈幼英文學校 ⼀等獎 

RSE1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二等獎 

RSE15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二等獎 

RSE16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二等獎 

RSE17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等獎 

RSE18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二等獎 

RSE19 迦密中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等獎 

RSE20 拔萃女書院 ⼀等獎 

RSE21 救恩書院 ⼀等獎 

RSE22 元朗公立中學 二等獎 

RSE23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二等獎 

RSE2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等獎 

RSE25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RSE26 荔景天主教中學 ⼀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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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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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中學組 

參賽編號 參賽學校 獎項 

RSE27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三等獎 

RSE28 樂道中學 二等獎 

RSE29 聖⺟無玷聖⼼書院 三等獎 

RSE30 佛教大雄中學 ⼀等獎 

RSE31 保良局羅傑承(⼀九八三)中學 二等獎 

RSE32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二等獎 

RSE33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三等獎 

RSE34 培英中學 三等獎 

RSE35 基督書院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三等獎 

RSE36 港大同學會書院 ⼀等獎 

RSE37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三等獎 

RSE39 德愛中學 二等獎 

RSE40 ⺠⽣書院 二等獎 

RSE41 香港培正中學 二等獎 

RSE42 保良局第⼀張永慶中學 亞軍 

RSE43 九龍工業學校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二等獎 

RSE45 滙基書院（東九龍） 二等獎 

RSE46 新會商會中學 二等獎 

RSE47 文理書院(九龍) ⼀等獎 

RSE48 勞工子弟中學 二等獎 

RSE49 趙聿修紀念中學 三等獎 

RSE50 聖公會基孝中學 三等獎 

RSE51 聖類斯中學 三等獎 

RSE52 迦密愛禮信中學 二等獎 

RSE53 聖公會諸聖中學 最佳挑戰精神獎 及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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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中學組 

參賽編號 參賽學校 獎項 

RSE54 皇仁書院 最佳團體精神獎 及 ⼀等獎 

RSE55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二等獎 

RSE56 伊利沙伯中學舊⽣會湯國華中學 ⼀等獎 

RSE57 華英中學 三等獎 

RSE58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二等獎 

RSE59 葵涌循道中學 二等獎 

RSE60 高主教書院 二等獎 

RSE61 聖⺟書院 二等獎 

RSE62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三等獎 

RSE63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二等獎 

RSE64 英皇書院 ⼀等獎 

RSE65 佛教黃允畋中學 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