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組

第一組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比賽日期： 2018年11月10日
最後更新日期：2018年11月6日

參賽隊伍報到：9:00 - 9:30（報到後立即收起模型車準備進行外觀評審及分組）
外觀評審及分組：9:30 - 10:00
初賽
參賽者在15分鐘前到達比賽地點
場次 開始時間
組別A (賽道2)
P153
1
10:05
周芷澄, 譚晉軒

組別B (賽道3)
P137 香港潮陽小學
張遠揚, 陳心柔, 余泓諭

組別C (賽道4)
P149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彭浩森, 楊俊業, 張柏堯堯

組別D (賽道5)
P123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謝泊寬, 范晉瑋, 陳天賜

2

10:08

P121 曾梅千禧學校
張榮軒, 麥梓瑤, 李昊東

P130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徐澤源, 何亮澤, 胡偉賢

P146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鄭翊希, 陳逸鉫

P135 香港潮陽小學
洪錦榮, 簡希朗, 曾方洲

3

10:11

P160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莊曉穎, 溫焯琳, 梁思琪

P110 華德學校
陳泳雄, 張汶軒

P101 北角循道學校
方奕澔, 徐雋然, 李朗恆

P142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張嘉培, 潘士彬, 楊梓朗

4

10:14

P127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謝承熙, 丁科銘, 黃啟傑

P150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袁晞桐, 方嵐, 蔡豪香

P157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胡垶柏, 歐陽丞俊, 張峻郎

P119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禮柏, 黃威升, 趙之瑋

5

10:17

P162 光明學校
梁家浩, 成子傑, 葉雅堯

P140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歐豐源, 區子遵, 文樂添

P144 保良局志豪小學
王維

P147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梁舜智, 張震, 鄭希彥

10:20

P103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九龍城)
劉樂儀, 劉諾言, 楊銘堅

P118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招正希, 張嘉強, 顏日熙

P154
杜綮哲, 韓傲雪

P111 華德學校
陳瑋聰, 丘學鈞

7

10:23

P159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梁鈞皓, 鄭梓翹, 蕭祚言

P114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古潤鎧, 黃釗建, 熊振威

P120 曾梅千禧學校
劉愷逸, 蕭震天, 何韋諾

P106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九龍城)
鄭詠晞, 童話

8

10:26

P134 香港潮陽小學
劉光毅, 何鉑謙, 陳銘哲

P158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曾宇恒, 蘇祈倡, 陳蒨榆

P131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許卓暉, 蔡乾琛

P163 荃灣商會學校
李玟慧, 陸政揚

9

10:29

P112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羅浩鋒, 李嘉績, 練行健

P128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鄺湛稀, 李錦穎, 曾裕軒

P109 華德學校
李卓朗, 楊明軒

P104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九龍城)
藍瑋熹, 陳芷悠, 馬嘉寧

10

10:32

P124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林躍羲, 韓振熙, 程卓烽

P115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韓瑞霖, 黃奕迅

P138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林巧敏, 陳永康, 陳穎虹

P151
侯睿孜, 陳顥浚, 姚逸桐

11

10:35

P148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何岱錝, 柴柏廷, 蕭梓淳

P102 北角循道學校
黃煜基, 冼奕妍, 李思殷

P125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陳天恩, 羅俊熙

P161
霍銳縉, 廖曉文, 林煒洛

12

10:38

P156
楊芷墨, 阮樂瑤

P145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郭義竣, 黃啟恒

P143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陳樂行, 胡靜雯, 何敬昊

P116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趙鈺鏵, 林韋濼

13

10:41

P108 華德學校
徐皓銘, 陳丞哲

P152
陳曉琳, 羅匡晴, 關善瑜

P117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盧宏豪, 葉翹銘, 高雪穎

P122 曾梅千禧學校
童子瑋, 麥綺琪, 姚瑞欣

14

10:44

P141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馮宏殷, 歐廣發, 周子軒

P133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文浩軒, 梁嘉圮, 丘怡恒

P129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林靜彤, 余穎浠, 楊蕙茵

P113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何永康, 蕭凱文, 國仕康

6

15

10:47

P139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余竣軒, 張丞豐, 唐銘蔚

16

10:50

P132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黃德龍, 黃家耀

P105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九龍城)
柯靜雯, 伍卓唯, 何晉希

P126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丁柏林, 林宇穎, 曹彥博

P155
張文杰, 李卓謙, 呂灝霖

P136 香港潮陽小學
陳紫蕙, 戴寶萱, 周芷芮

P107 華德學校
黃朗珈, 姚碾佚

P164
袁承志, 鄭淳曦

第二輪初賽 12:45 - 13:45
(中學及小學一起進行，隊伍需自行於起點旁邊排隊等候，逾時不候)
複賽 - 精工組（戶外賽道太陽光）
1
14:15 第一、四、七、十、十三、十六名
2
14:20 第二、五、八、十一、十四、十七名
3
14:25 第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名
決賽 - 精工組（戶外賽道太陽光）
1
15:15 每場複賽首二名共六名
複賽 - 簡約組（戶外賽道太陽光）
1
14:30 第一、四、七、十、十三、十六名
2
14:35 第二、五、八、十一、十四、十七名
3
14:40 第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名
決賽 - 簡約組（戶外賽道太陽光）
1
15:20 每場複賽首二名共六名
複賽 - 精工組（室內賽道人工光）
1
14:15 第一、五、九、十三名
2
14:20 第二、六、十、十四名
3
14:25 第三、七、十一、十五名
4
14:30 第四、八、十二、十六名
決賽 - 精工組（室內賽道人工光）
1
15:35 複賽時間最快首四名
複賽 - 簡約組（室內賽道人工光）
1
14:35 第一、五、九、十三名
2
14:40 第二、六、十、十四名
3
14:45 第三、七、十一、十五名
4
14:50 第四、八、十二、十六名
決賽 - 簡約組（室內賽道人工光）
1
15:40 複賽時間最快首四名
頒獎禮：
獎項
1
2
3
4
5
6
7
8

複賽時間最快18名（戶外賽道太陽光）或
16名（室內賽道人工光）進入決賽

16:30 - 17:00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證書）
一等獎證書（第5-6名）
二等獎證書（完成複賽的隊伍）
最佳環保物料應用及最佳設計一等獎（證書）（2名）
最佳環保物料應用及最佳設計二等獎（證書）（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