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樸比賽 (初級組)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獎項 

(一等、二等及嘉許獎排名不分先後) 

BSJ13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 F 隊 冠軍 

BSJ02 澳門坊眾學校 EMMP2 亞軍 

BSJ17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CDSJ5-E 季軍 

BSJ01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 G 隊 殿軍 

BSJ09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 B 隊 一等 

BSJ06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CDSJ5-C 一等 

BSJ14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 E 隊 一等 

BSJ16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Cool Green 一等 

BSJ12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 H 隊 二等 

BSJ03 澳門坊眾學校 EMMP1 二等 

BSJ11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IMF 二等 

BSJ18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CDSJ5-F 二等 

BSJ08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 C 隊 二等 

BSJ04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CDSJ5-B 二等 

BSJ15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 D 隊 二等 

BSJ05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CDSJ5-D 二等 

BSJ07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CDSJ5-A 嘉許 

BSJ10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 A 隊 嘉許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樸比賽 (高級組)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獎項 

(一等、二等及嘉許獎排名不分先後) 

BSS21 粵華中學 粵華中學 3 隊 冠軍 

BSS12 澳門國際學校 隔壁老王 亞軍 

BSS31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孖伍 季軍 

BSS16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五隊 殿軍 

BSS04 澳門培道中學 PTB 一等 

BSS34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秀毅 一等 

BSS29 澳門坊眾學校 EMMBS1 一等 

BSS20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一隊 一等 

BSS32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子希 二等 

BSS01 澳門培道中學 PTE 二等 

BSS07 粵華中學 粵華中學 4 隊 二等 

BSS23 粵華中學 粵華中學 1 隊 二等 

BSS17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四隊 二等 

BSS35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日俊 二等 

BSS30 同善堂中學 同善堂工藝組 二等 

BSS11 澳門國際學校 1D 二等 

BSS19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二隊 嘉許 

BSS22 粵華中學 粵華中學 2 隊 嘉許 

BSS18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三隊 嘉許 

BSS03 澳門培道中學 PTC 嘉許 

BSS25 澳門坊眾學校 EMMUMC 嘉許 

BSS10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工聯職中 嘉許 

BSS08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工聯之花 嘉許 

BSS15 澳門坊眾學校 EMMBS5 嘉許 

BSS24 澳門國際學校 丹克隊 嘉許 

BSS09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工聯精英 嘉許 

BSS05 澳門培道中學 PTA 嘉許 

BSS13 澳門國際學校 Team Dank 嘉許 

BSS02 澳門培道中學 PTD 嘉許 

BSS33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孖豪 嘉許 

BSS14 澳門國際學校 AJB48 嘉許 

BSS06 澳門國際學校 TIS Grade 10 嘉許 

BSS28 澳門坊眾學校 EMMBS2 嘉許 

BSS26 澳門坊眾學校 EMMBS4 嘉許 

BSS27 澳門坊眾學校 EMMBS3 嘉許 

 

  



 

Robo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 (初級組)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獎項 

(一等、二等及嘉許獎排名不分先後) 

RPJ12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隊 冠軍 

RPJ11 菜農子弟學校 Di Di 亞軍 

RPJ10 菜農子弟學校 Vi Vi 季軍 

RPJ01 澳門國際學校 TIS Grade 6 - Team 一等 

RPJ02 澳門國際學校 TIS GRADE6 team 1 一等 

RPJ03 澳門國際學校 TIS GRADE 5A 一等 

RPJ04 澳門國際學校 TIS Grade 4A 一等 

RPJ05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人生勝利組 一等 

RPJ06 菜農子弟學校 Bi Bi 一等 

RPJ07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SMILE 一等 

RPJ08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CDSJ5 A 一等 

RPJ09 菜農子弟學校 Li Li 一等 

 

  



 

Robo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 (高級組)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獎項 

(一等、二等及嘉許獎排名不分先後) 

RPS01 澳門培道中學 培道瑜樂隊 冠軍 

RPS08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五校初一 亞軍 

RPS02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二隊 季軍 

RPS07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孖伍 殿軍 

RPS03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一隊 一等 

RPS04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三隻小兔子 一等 

RPS06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秀毅 一等 

 

  



 

UMC 機械人終極挑戰賽 (初級組)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獎項 

UMCJ02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 B 隊 冠軍 

UMCJ01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IMF 亞軍 

UMCJ03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 C 隊 季軍 

UMCJ04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 A 隊 殿軍 

 

  



 

UMC 機械人終極挑戰賽 (高級組) 

隊伍編號 學校 隊伍名稱 
獎項 

(一等、二等及嘉許獎排名不分先後) 

UMCS02 澳門培道中學 培道無名隊 冠軍 

UMCS10 澳門坊眾學校 EMMUMC 亞軍 

UMCS09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一隊 季軍 

UMCS07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三隊 殿軍 

UMCS01 澳門培道中學 培道毛菇隊 一等 

UMCS03 澳門國際學校 1D 一等 

UMCS16 粵華中學 粵華中學 1 隊 一等 

UMCS15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日俊 一等 

UMCS06 澳門國際學校 AJB48 一等 

UMCS13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孖豪 二等 

UMCS18 粵華中學 粵華中學 3 隊 二等 

UMCS05 澳門國際學校 Team Dank 二等 

UMCS04 澳門國際學校 隔壁老王 二等 

UMCS08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 化地瑪聖母女女子學校二隊 嘉許 

UMCS12 菜農子弟學校-中學部 子希 嘉許 

UMCS19 粵華中學 粵華中學 4 隊 嘉許 

UMCS17 粵華中學 粵華中學 2 隊 嘉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