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人機手動障礙賽（初中組） 

日期：2022 年 5 月 21-22 日 地點：澳門科學館會議廳 
 

序號 學校全稱 隊伍名稱 參賽隊伍人數 隊長 隊員 指導老師 

TM-J01 利瑪竇中學 Manual Ricci 1 陳棨諾   陳毅聰 郭麗慈 

TM-J02 利瑪竇中學 中二無邪 2 區錦彥 任樂恆 陳毅聰 郭麗慈 

TM-J03 利瑪竇中學 Riccians 2 陳卓朗 梁洛 陳毅聰 郭麗慈 

TM-J04 教業中學 火星 2 梁家達 梁天峰 吳進貴 許頴灝 

TM-J05 教業中學 Sky Children 2 黃重熹 李嘉濠 吳進貴 許頴灝 

TM-J06 菜農子弟學校 不要婷 2 李琦琦 鄭寶婷 姚源望 簡錦豪 

TM-J07 菜農子弟學校 俊賢 2 林俊偉 胡允賢 姚源望 簡錦豪 

TM-J08 菜農子弟學校 高光 2 李光夏 高振偉 姚源望 簡錦豪 

TM-J09 慈幼中學 御風者 1 甘浩賢   戴皓賢   

TM-J10 慈幼中學 乘風者 1 張嘉誠   戴皓賢   

TM-J11 新華學校中學部 四風守衛 2 何冠廷 何彬 李溢潮   

TM-J12 新華學校中學部 雷人先鋒 2 甘偉棋 周和富 李溢潮   

TM-J13 聖公會中學澳門 Druidic Gareth 1 Leong Ka Him 梁嘉謙   張重遠   

TM-J14 聖公會中學澳門 Ethans 2 張曉峰 Tan Jie Jun 陳洁俊 張重遠   

TM-J15 聖公會中學澳門 Harris 1 陸奕希   張重遠   

TM-J16 聖公會中學澳門 The bros 1 黎梓軒   張重遠   

TM-J17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The Random 1 梁慶鵬   李漢騏 潘儉榮 

TM-J18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窮得一干二淨 1 李浩威   李漢騏 潘儉榮 

TM-J19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真殤 1 徐浩瑋   李漢騏 潘儉榮 

TM-J20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窮得可憐 1 鍾柏林   李漢騏 潘儉榮 

 
 



 

 
無人機手動障礙賽（初中組） 

日期：2022 年 5 月 21-22 日 地點：澳門科學館會議廳 
 

序號 學校全稱 隊伍名稱 參賽隊伍人數 隊長 隊員 指導老師 

TM-J21 蔡高中學 未聞花名 2 唐俊賢 吳嘉熙 林抽 陳毓輝 

TM-J22 蔡高中學 炸機小天才 2 陳逸朗 李景霖 林抽 陳毓輝 

TM-J23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ASUM_A 隊 1 林柏翹   黎敏康   

TM-J24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ASUM_B 隊 1 梁焯紳   黎敏康   

TM-J25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ASUM_C 隊 1 李子安   黎敏康   

TM-J26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夢翼 2 黃進迦 陳家銳 譚錦燕 林顯濠 

TM-J27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天明 2 容建宏 梁晉豪 譚錦燕 林顯濠 

TM-J28 澳門浸信中學 MBC FPV Team1 2 楊國欽 黃竣熙 張智文 甘永年 

TM-J29 澳門浸信中學 MBC FPV Team2 2 梁丞昊 蔡承鍇 張智文 甘永年 

TM-J30 澳門培正中學 賢叔叔冒險記 2 許賢 黃詠彤 郭俊傑   

TM-J31 澳門培正中學 八眼仔冒險記 2 張紫暘 劉彥劻 郭俊傑   

TM-J32 澳門粵華中學 翻山越嶺 1 何政匡   陳海文   

TM-J33 澳門粵華中學 破風前行 1 李兆培   陳海文   

TM-J34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風裏工作室 2 陳以進 黃明宇 郭林興   

TM-J35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殷敏福彩 2 梁敬敏 顧殷瑋 郭林興   

TM-J36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CS8126 2 黃梓晴 楊子鋆 彭志誠   

TM-J37 濠江中學 濠江 A 1 林子杰   王少熙   

TM-J38 濠江中學 濠江 B 1 劉宜鑫   王少熙   

TM-J39 鏡平學校（中學部） Alfa 木棉 4 2 韓迅 鄭旭陽 黃傑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