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度電子裝置製作比賽(初中組) 初賽成績
組別
編號

學校
學生(一)

姓名
學生(二)

姓名
學生(三)

姓名
排名

J29 澳門浸信中學 吳志熹 莫梓朗 黃致中 1 出線

J31 濠江中學 李嘉敏 歐陽永濤 張宗盛 1 出線

J33 濠江中學 謝瀚德 凌梓聰 1 出線

J52 澳門培正中學 張力升 何睿騰 梁振東 1 出線

J54 澳門培正中學 莫梓健 張証然 葉皓軒 1 出線

J60 澳門培正中學 趙子睿 潘采汶 譚伊雯 1 出線

J61 新華學校 丘俊杰 林俊儒 何清楊 1 出線

J43 澳門培正中學 翁澤宗 梅安迅 繆睿謙 8 出線

J37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何靜嵐 霍政 9 附加賽

J01 澳門培正中學 王迪生 鍾政 喻耀誠 10 附加賽

J46 新華學校 榮健琨 何韋樂 11 附加賽

J27 澳門培正中學 余詠芯 林芷攸 林芯賢 12 附加賽

J32 濠江中學 李思敏 潘詩瑤 梁錫安 13 附加賽

J44 勞工子弟學校 伍兆良 楊惠勛 蕭顯揚 13 附加賽

J62 陳瑞祺永援中學 游顏全 林海錡 麥永灝 13 附加賽

J16 氹仔坊眾學校 關民鋒 梅高鍵 陳浚傑 16 附加賽

J06 勞工子弟學校 陳銘瑜 李政韓 17 -

J12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鄭楊修 譚嘉聰 李錦康 17 -

J25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陳俊達 17 -

J42 澳門培正中學 麥子純 鄭善云 關穎澄 17 -

J11 同善堂中學 陳子俊 蘇錦浩 郭文熙 21 -

J18 陳瑞祺永援中學 楊焯謙 李錦輝 梁珈莉 21 -

J39 同善堂中學 黄凯逸 梁銘豪 21 -

J55 澳門培正中學 林泊濤 林煜翔 林錦謙 21 -

J14 陳瑞祺永援中學 陳澤希 胡嘉祺 李智謙 25 -

J45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賀文豪 25 -

J56 聖若瑟五校中學英文部 張若望 梁瑋洛 25 -

J58 新華學校 甘嘉俊 潘子樂 林子楊 25 -

J21 澳門培正中學 高文駿 楊文政 盧家煒 29 -

J48 新華學校 史家豪 謝民檳 30 -

J09 澳門培正中學 黃海姚 許樂兒 謝祖傑 31 -

J08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林浩源 32 -

J15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王俞鈞 張靜琳 潘子華 33 -

J35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黃澤琪 34 -

J47 氹仔坊眾學校 林家銘 崔裕德 伍啟源 35 -

J63 澳門浸信中學 陳舒含 梁振邦 林嘉源 35 -

J19 澳門培正中學 利鈞宇 李泓毅 37 -

J41 同善堂中學 黄文軒 梁浩憲 吳倩柔 37 -

J50 聖若瑟五校中學英文部 侯昕妍 陳麗娜 39 -

J51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張振耀 陳加進 蕭子穎 40 -

J13 陳瑞祺永援中學 林樂仁 張健熙 黃駿朗 41 -

J53 陳瑞祺永援中學 關紫熹 朱卓謙 葉沛言 41 -

J04 澳門培正中學 伊藤加代子 楊巧盈 狄俊曦 43 -

J10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楊頌輝 王佳彥 蔡柏楊 44 -

J30 澳門培正中學 朱尉妍 馮嘉尚 45 -

J49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鄺兆夆 蘇世通 盛永順 46 -

J07 聖若瑟五校中學英文部 梁諾 林鈺凱 47 -

J65 新華學校 孫惠鴻 陳文傑 48 -

J26 聖若瑟五校中學英文部 羅紹瑋 張晉謙 49 -

J22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黃傑煒 黃子聰 梁駿耀 50 -

J05 澳門培正中學 張若詩 戚錦柔 51 -

J23 氹仔坊眾學校 潘星行 黎家皓 梁梓健 52 -

J28 新華學校 魏梓軒 符峻博 53 -

J20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林善儀 黎芷晴 黃鍵恆 54 -

J57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譚江源 梁堯鈞 杜家文 55 -

J24 新華學校 丘宗仁 梁俊霖 56 -

J02 澳門培正中學 吳笛 黃璽諾 57 -

J64 澳門菜農子弟學校 曾浩文 陳子謙 周文強 58 -

J34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陳玄愷 李少麟 何梓軒 59 -

J40 勞工子弟學校 洪賢 吳梓軒 60 -

J03 同善堂中學 梁梓建 程冠颖 唐英健 - -

J17 澳門培正中學 林碧怡 梁雅姿 - -

J36 澳門菜農子弟學校 吳嘉盈 王嘉華 林敏婷 - -

J38 澳門菜農子弟學校 黃毓秀 陸宏豐 伍家樂 - -

J59 新華學校 羅彬舜 郭宇陽 鄧俊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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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電子裝置製作比賽(初中組) 複賽(2019年1月26日)檢錄時間

上午 組別
編號

學校
學生(一)
中文姓名

學生(一)
英文姓名

學生(二)
中文姓名

學生(二)
英文姓名

學生(三)
中文姓名

學生(三)
英文姓名

J29 澳門浸信中學 吳志熹 CHI HEI RONNIE 莫梓朗 MO ZI LANG 黃致中 WONG CHI CHONG

J31 濠江中學 李嘉敏 LEI KA MAN 歐陽永濤 AO IEONG WENG TOU 張宗盛 ZHANG CHONG SENG

J33 濠江中學 謝瀚德 XIE HON TAK 凌梓聰 LENG CHI CHONG

J43 澳門培正中學 翁澤宗 YONG WILLIAM 梅安迅 MUI ON SON 繆睿謙 MIO IOI HIM

J52 澳門培正中學 張力升 CHEONG, LEK SENG 何睿騰 HO, IOI TANG 梁振東 LEONG, CHAN TONG

J54 澳門培正中學 莫梓健 A DA SILVA CRISTIANO 張証然 CHEUNG, CHENG IN 葉皓軒 IP, HOU HIN

J60 澳門培正中學 趙子睿 CHIO CHI IOI 潘采汶 PUN CHOI MAN 譚伊雯 TAM I MAN

J61 新華學校 丘俊杰 IAO CHON KIT 林俊儒 LIN JUN RU 何清楊 HO CHENG IEONG

注意事項：
1. 電子裝置製作比賽的複賽將於2019年1月26日舉行；
2. 晉級複賽的隊伍可於通訊博物館辦公時間內前往本館取回作品；
3. 未能晉級複賽的隊伍的作品將留待評審評分後再另行通知取回；
4. 晉級複賽的參加者敬請攜帶學生證或身份證（正、副本皆可）以便檢錄時核對資料；
5. 組別中如遇同學因事缺席，組別中其他同學可繼續進行比賽，但不能以其他並未報名的同學代替；
6. 各參賽者名單資料及編號，如有錯漏請聯絡本館作更改。

如有查詢，歡迎聯絡楊先生/陳先生。
電話 / Tel: (+853) 2871 8063 / 2871 8570
電郵 / Email: info@cmm.gov.mo

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