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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Game 機械人挑戰賽 

比賽章程 (高級組) 

  

GS 



 

1. 注意事項 

 本文件旨在列出比賽日當天的活動流程和部分重要事項，詳細項目規則請參閱 2019 Robofest Hong Kong

總賽規及項目賽規。 

 比賽進行期間，參賽者必須佩帶大會發出，於比賽當天適用的 2019 Robofest Hong Kong 參賽證。未能出

示有效的參賽證將被拒絕進入比賽場地或驅逐離場。 

 請教練佩帶大會發出的 2019 Robofest Hong Kong 教練證，以便大會工作人員辨識。 

 由於比賽場地保安要求，參賽者及教練以外人士需要預先經大會系統登記，及佩帶大會發出的 2019 

Robofest Hong Kong 訪客證才可進入新加坡國際學校範圍。 

 除大會另行公佈外，賽事所有環節將按以下時間表進行。敬請準時，逾時不候。 

 參賽證印有參賽者所屬隊伍的隊伍編號，請留意大會宣佈及準時作賽。大會不受理任何隊伍遲到。 

 除大會工作人員及有關項目的參賽者外，所有人士一律不准進入比賽區及預備區。切勿以任何方式聯絡

參賽者。一經發現，有關隊伍將遭到扣分、降低名次或取消資格作處罰。 

 請認真仔細核對比賽分數。如認為裁判判決有誤，請即時提出。大會不受理回合正式結束後提出的申訴。 

 各隊伍可於充電區使用 1 個插座為 1 個裝置充電。充電區只供充電，不供隊伍工作。基於安全理由，嚴

禁在大會提供的插座上再加上拖板或萬能蘇擴充電源供應。 

 請所有人士小心看管閣下的財物，大會將不對閣下任何物品的遺失或損壞負責。 

 

2. 比賽時間表 

12:45 – 13:15 報到時段 

13:15 公佈未知項目 

13:15 – 13:45 測試時段 

13:45 – 15:15 比賽時段 

 

  



 

3. 參賽名單 

隊伍編號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伍名稱 參賽學校 

GS01 葉穎瑜 許海聰 羅卓希 
  

PC3F113 培正中學 

GS02 何彥璁 梁家朗 
   

PCOI 培正中學 

GS03 李傑正 龍瑞希 徐啟朗 
  

Dragon Raise 培正中學 

GS04 羅安琪 潘曉晴 
   

Abstride 培正中學 

GS05 章皓朗 徐希 黃文禮 
 

Wing Hang Chan Firestar 培正中學 

GS06 陶木子 鄭俊軒 尹澤熙 吳銘熹 歐錦浩 褔中五隊 福建中學 

GS07 劉家棟 丘曹濤 黃卷青 陳曦朗 張啟謙 褔中四隊 福建中學 

GS08 謝妤婷 鄭志強 冼正謙 黃哲霖 余學祈 褔中三隊 福建中學 

GS09 周家寶 卓希嵐 關凱正 陳文晉 麥顥瑋 褔中二隊 福建中學 

GS10 梁日謙 劉家軒 梁紹維 盧弘森 陳文晉 褔中一隊 福建中學 

GS11 郭俊彥 陳昱廷 鄧偉健 陳嘉豪 
 

WWT6 佛教黃允畋中學 

GS12 肖嘉輝 周汶杰 曾敬霖 鍾曦童 張蘊迪 創知隊 創知中學 

GS13 梁樂霖 廖梓竣 
   

Lego Buster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

中學 

GS14 洪梓竣 馮昊軒 譚兆輝 薩家鎌 
 

八三 F.4 Robot Team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

三)中學 

GS15 詹駿曦 黃晉彥 梁宇軒 
  

安柱 Robotic 2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GS16 張溢朗 李嘉祐 黎懷逸 張迪皓 吳卓衡 
Abbriviated 
Explosion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GS17 徐維駿 梁景華 區爾立 蔡浩揚 張睿 Infinity Blaze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GS18 竇忻囿 黄樂希 黄俊熙 何裕曦 Lee Ka Ming Raptor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GS19 陳上瑜 陳子浩 伍約希 陳臻 區樹勳 I won't let you down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真道書院 

GS20 唐晧 蕭諾民 陳頌恩 蕭雅頌 李孝彥 
Guardians of the 
Robofest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真道書院 

GS21 劉朗廸 鄧倬軒 李正鏗 
  

MSC Robotic Team 
3 

民生書院 

GS22 朱啟冲 廖康程 
   

MSC Robotic Team 
7 

民生書院 

GS23 李哲朗 余俊賢 
   

MSC Robotic Team 
6 

民生書院 

GS24 何柏禧 陳彥宇 
   

MSC Robotic Team 
5 

民生書院 

GS25 施卓晞 衛皓庭 
   

MSC Robotic Team 
4 

民生書院 

GS26 劉朗廸 鄧倬軒 
   

MSC Robotic Team 
3 

民生書院 

GS27 傅明翰 鄭承致 
   

MSC Robotic Team 
2 

民生書院 

GS28 尹宥臻 黃諾為 
   

MSC Robotic Team 
1 

民生書院 

GS29 馬梓軒 翁恆哲 
   

EC Robotics Team 1 播道書院 

GS30 樊潤璋 陳堅基 朱子翹 張灼賢 陳育瀚 不要插隊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4. 預備區座位表 

比賽場區位於新加坡國際學校 12 樓體育館。請按隊伍編號使用相應的預備區桌子，例如隊伍 GS10 使用下圖

右邊標示 10 的桌子。請勿在未得大會同意下調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