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度電子裝置製作比賽(高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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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3 濠江中學 俞穎君 余沛棠 王偌彤 1 出線

S15 新華學校 許智鴻 梁文杰 許詩萍 1 出線

S19 澳門培正中學 蘇令卓 熊振良 朱啟碩 1 出線

S29 濠江中學 毛啁鑒 陳偉濠 陳銀龍 1 出線

S33 濠江中學 莫稀雯 陳鵬宇 蔣慧明 1 出線

S17 澳門培正中學 陳芍妤 岑嘉洛 楊遠燊 6 出線

S31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阮嘉穎 郭薀婷 葉晞瑤 7 出線

S41 新華學校 胡子鋒 葉柏健 陳芷寧 8 出線

S06 濠江中學 葉卓林 鍾智永 鍾耀陽 9 附加賽

S42 新華學校 聶銘言 黃江煜 施聰海 10 -

S27 勞工子弟學校 伍志發 洪展華 11 -

S25 濠江中學 唐浩源 戴濠 12 -

S28 濠江中學 阮湘婷 黃思儷 12 -

S05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區芷婷 柯詠兒 吳穎智 14 -

S09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趙漫琳 鄭聖錡 14 -

S23 陳瑞祺永援中學 梁軒瑋 梁駿禧 何丞智 14 -

S11 陳瑞祺永援中學 麥昊賢 宋澤誠 馮瑋霖 17 -

S26 陳瑞祺永援中學 叶嘉俊 錢啓慧 鄭子健 18 -

S18 澳門培正中學 文心遠 冼暉浩 林承佑 19 -

S02 濠江中學 何嘉駿 莊小松 周家華 20 -

S24 勞工子弟學校 鄒文森 吳卓諺 高子浩 21 -

S40 新華學校 馬穎賢 周迎希 21 -

S39 氹仔坊眾學校 何家豪 譚愷鋒 羅湖峰 23 -

S16 新華學校 許閩韓 吳偉鴻 24 -

S35 陳瑞祺永援中學 李樺生 甘晋譽 陳偉民 24 -

S43 陳瑞祺永援中學 吳文迪 劉子舜 林浠樂 26 -

S36 新華學校 余俊豪 勞巧儀 27 -

S08 氹仔坊眾學校 朱浩弘 鍾詠潼 28 -

S04 氹仔坊眾學校 陳文軒 梁潤立 鄭珏燊 29 -

S13 勞工子弟學校 郭晉文 曹廣 鄧浩然 30 -

S30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黃志銘 周庭萱 31 -

S10 勞工子弟學校 張思一 李海濤 蔡琳 32 -

S12 勞工子弟學校 關偉杰 黃榮忠 33 -

S01 陳瑞祺永援中學 鄧皓耘 蘇文俊 劉鍵融 34 -

S32 同善堂中學 黎伟雄 官永锋 陳家誠 34 -

S07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黃駿傑 陳家傑 梁智恒 - -

S14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李肇鴻 何凱文 張季良 - -

S20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鄭均澤 吳力和 - -

S21 同善堂中學 霍金澤 李綺惠 梁俊康 - -

S22 澳門培正中學 李幸樺 梁隼瑋 張灝鈞 - -

S34 澳門浸信中學 陳漢源 曾家耀 楊海龍 - -

S37 澳門培正中學 吳卓灝 甄頴心 - -

S38 澳門培正中學 許駿 朱智敏 劉偉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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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2019年度電子裝置製作比賽(高中組) 複賽(2019年1月26日)檢錄時間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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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3 濠江中學 俞穎君 U WENG KUAN 余沛棠 U PUI TONG 王偌彤 WANG RUOTONG

S15 新華學校 許智鴻 XU ZHI HONG 梁文杰 LEONG MAN KIT 許詩萍 HOI SI PENG

S17 澳門培正中學 陳芍妤 CHAN CHEOK U 岑嘉洛 SAM KA LOK 楊遠燊 IEONG UN SAN

S19 澳門培正中學 蘇令卓 SO LENG CHEOK 熊振良 XIONG ZHEN LIANG 朱啟碩 CHU KAI SEAK

S29 濠江中學 毛啁鑒 MOU CHAO KAM 陳偉濠 CHAN WAI HOU 陳銀龍 CHAN NGAN LONG

S31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阮嘉穎 UN KA WENG 郭薀婷 KUOK WAN TENG 葉晞瑤 IP HEI IO

S33 濠江中學 莫稀雯 MOK HEI MAN 陳鵬宇 CHEN PENG YU 蔣慧明 CHEONG WAI MENG

S41 新華學校 胡子鋒 HU ZIFENG 葉柏健 YE BOJIAN 陳芷寧 CHEN CHI N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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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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