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參賽者學校 國家 / 地區 名稱 姓名 得獎項目

PH3002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香港 小型便携式乾衣機 李昊霖 金獎

PH3004 海壩街官立小學 香港 自動淋水器 練瞬恒 金獎

PH3012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香港 自動定時澆花器 鄭丞志 金獎

PH302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香港 潔瓶小方塊 林依臻, 施洛斐 金獎

PH3031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香港 旅行用衣服去水器 黃頌恆 金獎

PH3039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香港 不能沒錢的防盜錢包 屈建亨, 方鍵文, 何家瑜 金獎

PH3099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香港 環保空氣清新涼風機 謝佳盈, 黃嘉怡 金獎

PH3112
SJKT RAMAKRISHNA,

PENANG
馬來西亞

NOISE REDUCER

(SOUNDPROOFING)

SHALINI PRIVYANKA KANNAN,

 USHA CHANDRIKA VIJENDRAN,

CAELYN EVELYN THOMAS,

VAISNAVI CHANDRASAGAREN

金獎

PH3114 Nation Star Academy 印尼

Motrash Pocket Shoes (MPS)

Shoes with money and trash

pocket

ANGELA LISANTHONI,

KEVIN PUTRA HANDONO
金獎

PH3116 澳門培正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 Smart Baby Carriage Vong Si Nga 金獎

PH3123
Wagor Academy- Bilingual

Elementary School
台灣 Eraser

HSIEH HSIN-YEH,

HSIEH HSIN-CHIEH
金獎

PH3016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香港 快速拔蓋電蓋器 伍晞瑜 銀獎

PH3034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香港 不「平」則鳴 林皓宏, 梁德廉 銀獎

PH3040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香港 巨型白板擦 鄺霆軒 銀獎

PH3044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香港 Mobile 開門 何汶澧 銀獎

PH3057 港澳信義會小學 香港 電筒手套 葉晃泓, 黃梓謙, 黃金盈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主辦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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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3062 香港培正小學 香港 雨帶窗關 鍾恩信, 林日東, 余俊彥 銀獎

PH3066 香港培正小學 香港 圍棋自動分類器 潘曉晴,  王欣同 銀獎

PH3073 閩僑小學 香港 易拿盤子 陳學宇,  李悅,  洪煜原 銀獎

PH3079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香港 一掃而空 黃柏文 銀獎

PH3093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李一諤紀念學校
香港 坐姿監測器 馮浩鈞 銀獎

PH3119 澳門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 Window Auto-Closing LIN PEK I,  TAM HOU SAN 銀獎

PH3067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香港 多感知計時器 關毅盈 銅獎

PH3078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香港 辨認插座 陳濬弦 銅獎

PH3082 北角官立小學 香港 照明萬用夾 劉珅佑 銅獎

PH3085 北角官立小學 香港 魔術廁紙筒 韓浩柏 銅獎

PH3101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香港 如意伸縮棒 鄧子弦 銅獎

PH3110 仁德天主教小學 香港 神奇投影機 陳俊良  黃曉彤  游采兒 銅獎

PH3113

SEKOLAH KEBANGSAAN

SERI AMPANG, IPOH,

PERAK

馬來西亞 SMART VIEWER KIT

SOFIYYAH BINTI RAHMAT,

NUR AINA BINTI ZAHARUDIN,

YASMIN HUMAIRAH BINTI

AHMAD NAZARI

銅獎

PH3115 Nation Star Academy 印尼 SHOLAR
(Shoes with Light, Alarm and Raincoat)

EDWARD KOESOEMO,

ANDHIKA CHANDRA
銅獎

PH3117 澳門培正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
Hard Hat with Solar Energy

Device
Wong U Seak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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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3118 澳門蓮峰普濟學校 澳門
Prevention / Prophylaxis

Hump Chairs II
Cheang Seng Chong 銅獎

PH3121
Wagor Academy-

Bilingual Elementary School
台灣 Elevating Closet Huang Yu-Hsiang 銅獎

PH3007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香港 胡椒粉散落器 張知樂 優異獎

PH3052 港澳信義會小學 香港 發熱飯盒 董鑑賢, 楊仲文, 伍晉康 優異獎

PH3054 港澳信義會小學 香港 初學打字手套 林睿僖, 岩本進, 丘培雯 優異獎

PH3068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香港 強迫做功課坐墊 劉茵, 羅鍵焙, 陸志銘 優異獎

PH307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香港 錘釘子/上螺絲輔助器 何穎欣 優異獎

PH3086 北角官立小學 香港 防水磁力針包 蔡漪晴 優異獎

PH3100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香港 便利家用化妝箱 洪念祖 優異獎

PH3105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香港 夜讀書籤 吳育聲 優異獎

PH3107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香港 隨身濾水器 徐宇 優異獎

PH3122
Future-Heir Bilingual

Elementary School
台灣 Weighing Bookbag Teng Shih-Chan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