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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械人製作隊前身是電腦科的一個科組課

後活動，當時老師會邀請部份修讀資訊

科技科，又對機械製作感興趣的同學參與。

最初只是希望他們能將學到的程式編碼知識，

應用到一些模型製作上，後來因為參加校外

機械人比賽，老師和同學們就開始自行製作

具競技能力的機械裝置，目的除了參賽外，

還希望讓學生調較出機械人最佳的效能。

    時至今天，機械人製作隊已經參加過不少香港及國際性比賽，而

且屢獲獎項。成員亦擴展到不同年級，修讀不同學科的同學。經過比

賽的磨練，同學有不少得著。

    除參加比賽外，機械人製作隊成員又會參與不少義工服務，例如

機械人攤位活動、老人探訪等。近年，機械人製作已正式納入本校初

中及高中的課程，讓所有同學都可以嘗試，並發掘他們潛在的興趣及

才能。

機械人製作隊簡介

智能都市 2014 冠軍

ROBOFEST2017 美國賽

機奧會國際賽冠軍

傳感機械人 2013 冠軍

學與教 LEGO-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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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獎項

2012
類別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參賽學生

機械人

第十四屆香港機械奧運會 香港機械奧委會 多足伺服馬達機械人競速冠軍 陳宇基  陳少銳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2012 國際機械奧委會 多足伺服馬達機械人競速亞軍 陳宇基  陳少銳

第十四屆香港機械奧運會 香港機械奧委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 2012 年度

機械人設計大獎
陳宇基  陳少銳 
吳林峰  秦浩文

2013
類別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參賽學生

機械人

傳感機械人大賽 2013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校際總冠軍

陳  健  吳林峰  龍佩雯

陳宇基  黃水波  叶志雅

尹啟昌  林君馨  彭琬婷

陳浩文  陳旭兒  林鴻森

機械人搶包山比賽 2013 香港機械奧委會 校際總冠軍

陳  健  吳林峰  龍佩雯

陳宇基  黃水波  叶志雅

尹啟昌  林君馨  彭琬婷

陳浩文  游  業  楊佐彬

機械龍舟造型設計比賽 香港機械奧委會 亞軍
陳  健  尹啟昌

林君馨  彭琬婷

香港首個音樂機械人比賽 香港機械人學院 最具創意音樂機械大獎及亞軍

陳  健  吳林峰

龍佩雯  陳宇基

黃水波  馬嘉銘

機械龍舟2



2014

類別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參賽學生

機械人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 2014 

水壓機械臂入樽

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部
最佳創意設計獎冠軍

陳  健  龍佩雯

邱靜婷  翁啟祝

智能都市設計大賽 2014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智能屋宇設計比賽冠軍

智能家居機械人比賽季軍

智能都市設計大賽 2014 總季軍

陳  健  龍佩雯  鄭君賜

游  業  楊佐彬  黃水波

馬嘉銘  曾子怡  彭浩田

潘淑怡  莊曼莉  曾敏納

翁啟祝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

暨競技大賽 2014
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

風車發電設計大賽︰一等獎

風車造型設計︰最佳設計及創意獎

楊佐彬  鄭君賜

曾敏納  彭浩田

全港校際機器人挑戰賽

2014
SEMIA 及學與教博覽 2014 機械人相撲賽亞軍

鄭君賜  曾敏納

彭浩田  林楚寅

莊曼莉  林楚寅

2015

類別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參賽學生

機械人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 2015 

水火箭降落傘

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部
最佳創意設計獎第二名

鄭君賜  曾敏納  彭浩田 

林楚寅  楊佐彬  游  業

聶宇芳  鍾明慧  黃進源

數碼應用及娛樂大賽 

2015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全場總季軍及數碼方案比賽季軍

謝竣喬  葉欣倫  陳家揚 

譚兆希  藍健良  聶宇芳 

彭浩田  曾敏納  曾子怡 

鍾俊傑  李浩文 

第十七屆香港機械

奧運會比賽
香港機械奧委會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亞軍

單馬達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季軍

鄭君賜  彭琬雯  朱彩瑩 

古蔓琪  徐啟華 

全港校際機器人挑戰賽

2014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2015
相撲橫綱挑戰賽亞軍

鄭君賜  曾敏納  曾子怡

彭浩田  彭琬雯  朱彩瑩

古蔓琪  黃進源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2015

 ( 香港舉行 )
國際機械奧委會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季軍

鄭君賜  徐啟華  朱彩瑩 

古蔓琪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

暨競技大賽 2015
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二等獎

手搖發電機智能機械模型車探索︰

季軍

風車發電設計大賽：

最佳設計及創意獎

謝竣喬  劉澤科  葉欣倫 

黃子龍  王子威  麥穎聰 

馬煒恩  鍾顯龍  林禮峯 

欒義浩  游俊偉

飛鳥模型設計及製作比賽 長春社及香港觀鳥會
飛鳥飛行比賽亞軍及季軍

飛鳥模型設計季軍

陳洪亮  梁鍵澧  李顯惠 

嚴綽維  陳嘉琪  林  雪 

麥靈龍  陳曉霖  符  鈺 

李玉怡  張珮琦  梁冰怡 

韋子坤

2012 年度設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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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leSumo 機械人相樸大賽
學生自行組裝機械人進行相撲比賽，在限定時間內，將對方機械人推出界外，或將盛載水的

塑膠樽推出指定範圍外。

2017

類別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參賽學生

機械人

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2016-2017
新一代文化協會 優異獎

潘梓鋒  李光興   蕭卓軒 

鄧梓皓

2017 ROBOFEST 機械人

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香港機械人學院 成績優異並取得美國參賽權

羅逸希  崔  偉  嚴綽維 

葉欣倫  梁瑋晉  劉偉文

2017 ROBOFEST 機械人

國際賽 ( 美國舉行 )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

UMC 第三名

ROBOHIT 創新機械設計大獎

LONGEST ROBOHIT 第二名

羅逸希  崔  偉  梁瑋晉 

劉偉文  林弦浩  陳珍健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7 香港科學館 二等獎
謝竣喬  劉偉文  羅逸希 

陳珍健

WRO 2017 香港機械人

挑戰賽 ( 極速循線 )
機械人教育協會 銀樂高獎 劉偉文  羅逸希  陳珍健

2016

類別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參賽學生

機械人

2016 ROBOFEST 機械人大

賽香港區選拔賽
香港機械人學院 機械人相撲比賽殿軍 陳思宇  張曉琳  陳嘉琪

葵青區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 季軍 駱嘉豪

第十七屆香港機械

奧運會比賽
香港機械奧委會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冠軍 陳思宇  張曉琳  陳嘉琪

2016 ROBOFEST 機械人

國際賽 ( 美國舉行 )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 機械人相撲比賽季軍 謝竣喬  嚴綽維  葉欣倫

WRO 2016 香港機械人

挑戰賽 ( 機械人任務 )
機械人教育協會 銅樂高獎

謝竣喬  嚴綽維  葉欣倫 

何穎妍  古蔓琪  莫紫琪 

文嘉鑫  李顯惠  麥靈龍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6 香港科學館 二等獎
謝竣喬  嚴綽維  葉欣倫 

李顯惠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2016 

( 香港舉行 )
國際機械奧委會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冠軍 陳思宇  張曉琳  陳嘉琪

2016 遙控模型車學界

精英挑戰賽隊際賽
香港遙控模型車教室 季軍

葉欣倫  陳才健  鄭焯斌 

鄧少平  郭紹宇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

暨競技大賽 2016
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環保物料應用獎

超級電容模型車耐力大賽︰一等獎風

車發電設計大賽︰二等獎

黃子龍  麥穎聰  王子威 

姚厚成  游俊偉  彭晉熙 

袁梓濠  陳洪亮  廖俊發 

羅逸希  崔  偉  嚴綽維 

葉欣倫  謝竣喬  鍾顯龍

2016 第十一屆「創協盃」 

創意科技機械人比賽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 機械人相撲賽一等獎

羅逸希  崔  偉  嚴綽維 

葉欣倫  梁瑋晉  劉偉文 

潘家禧

ROBOFEST2016 美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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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FEST 機械人國際賽是由美國勞倫斯理工大

學 (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主 辦，

由1999年起，已有13個不同國家及地區，包括美國、

加拿大、中國、印度、韓國、香港等，超過 16,000

名學生參與。每年在「ROBOFEST 機械人比賽」香港

區選拔賽優勝或表現優異的隊伍，皆會代表香港參加

「ROBOFEST 機械人國際賽」。本校學生由 2016

開始，連續兩年均獲得往美國參加國際賽的資格，並

獲得不少獎項：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樸大賽
學生自行組裝機械人進行相撲比賽，在限定時間內，將對方機械人推出界外，或將盛載水的

塑膠樽推出指定範圍外。

Robofest

2016
2016 ROBOFEST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機械人相撲比賽殿軍

2016 ROBOFEST機械人國際賽 ( 美國舉行 ) 機械人相撲比賽季軍

比賽簡介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樸大賽 :
    在限定時間內進行機械人相撲比賽，將對方推出界外，或將盛載水的塑膠樽推出指定範圍外。

比賽情況
相撲獲得第三名

與美國隊交流
與韓國隊交流

預備日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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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7 ROBOFEST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成績優異並取得美國參賽權

2017 ROBOFEST機械人國際賽 ( 美國舉行 )
UMC 機械人終極挑戰賽︰第三名

ROBOHIT機械人棒球賽︰創新機械設計大獎
LONGEST ROBOHIT︰第二名

RoboHit 機械人棒球賽 :
    機械人在限定時間內進行 3個任務。首先機械人要找出球架，並

以一枝普通鉛筆為球棒，並打出球架上的乒乓球。接著把各壘上的物

件移到球場外，並在基地停下。最後，機械人要移走球場上的障礙物。

最快完成任務者獲勝。此外，為鼓勵同學設計創新、獨特，並具備高

效能的機械人，大會特設「創新機械設計大獎」。本校同學為方便機

械人打球，製作出一款能自動伸縮的機械臂，設計獨特，效能顯著，

因此力壓來自美國、加拿大、韓國、中國、墨西哥、南非、印度等地

共二十四支隊伍，獲得「創新機械設計大獎」。

「Longest Robohit」機械人棒球賽：

  比賽任務是要將球擊出，距離越遠越高分。

UMC 機械人終極挑戰賽：
    「UMC」（Unknown Mission Challenge），比賽任務在比賽當
天公佈，學生須於公佈題目後3小時內，自行完成組裝和測試機械人，

並完成相關任務。最快、最準確完成任務者獲勝。

比賽簡介

ROBOHIT- 創新機械設計大獎

UMC- 獲第三名

臨別晚餐

科學中心內學習

比賽前測試

UMC- 與冠軍墨西哥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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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偉

我參加的是 UMC，因為賽前不知道比賽

的題目，所以老師每隔兩三天都給予我

們一個新的任務去練習，雖然訓練時間

只有 3個月，但我們已經學懂了不少搭

建機械人的方法和比賽的策略，使我們

增強了信心。日以繼夜的練習，我們學

會了合作的重要性，面對難題時我們都

會有不同的意見，有不少的誤會，但經

過溝通，取得共識之後，大部份問題都

可迎刃而解，從中更提升大家的友誼及

默契，令我學會如何與人相處。

羅逸希

首先，我學懂怎樣去待人接物。參加活

動前，我比較喜歡獨來獨往，較少和人

合作，今次活動，擴闊了我的社交圈子，

增加了我與同學相處、合作的機會。其

次，今次活動增加了程式編寫的知識，

同時亦令我學習了面對難題時要作多方

面思考。

陳珍健

我明白到除了參加比賽外，還要在學習方面多放時間，提升自己的學

業水平。未來我要更努力學習英文，因為比賽規則以英文作為範本，

我們在解題時用了頗長的時間，否則成績可能會更加理想，因此令我

明白到學習英文的重要性。我會再接再厲，多學習有關製作機械人的

知識，力求不斷進步 !

梁瑋晉

我覺得自己能取得獎項，是因為比賽當日能夠發揮平日的水準，收到題

目時，可以冷靜地與隊員進行分析和討論。雖然第一回合有少許失誤，

但我們抱著「全力以赴，不計結果」的信念，立即修改程式，最終在第

二回合取得滿分。而且我們為了應付不同場地大小而特別設計的伸縮機

械臂，成為獲獎的關鍵，最後獲得創新機械設計大獎。

我覺得有時大家為了在比賽中做得更好，不自覺地會各持己見，甚至會

有點衝突，但我們學習了互相信任，盡快取得共識的道理。而且令我明

白事前的分工十分重要，收到題目後，冷靜分析再行分工，絕對有助發

揮水準。

自己在比賽中表現的反思訓練時的得著

這些課外活動的得著 勉勵自己的說話

個
別
學
生

感
言

參觀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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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設計大獎 :
    以搶包山機械人為主題，要學生展示他們的創意及機械原理，達致

最高效益，本校以「八爪魚機械人 +機械臂」獲獎。

2012 第十四屆香港機械奧運會 多足伺服馬達機械人競速冠軍

2012 第十四屆香港機械奧運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 2012 年度機械人設計大獎

2013 機械人搶包山比賽 2013 校際總冠軍

2013 機械龍舟造型設計比賽 亞軍

2015 第十七屆香港機械奧運會比賽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亞軍

單馬達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季軍

2016 第十八屆香港機械奧運會比賽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冠軍

香港機械奧委會每年皆會舉辦全港學界機械人比賽，鼓勵學生用自己設

計和製作的機械人，作不同形式的競技，例如競速、格鬥或完成救援

任務等。大部份項目都是學生遙控機械人比拼的，除了機械人的性能，更

考驗學生在比賽中的應變及解難方法。而為了支持及推動環境保育，大部

份項目已改用手搖發電。

本校學生由 2012 開始，每年皆有參與這個比賽，成績蜚然。其中一些項

目表現特別出色︰

香港機械人奧運會

機械人比賽簡介

機械人搶包山 :
    任務要求機械人爬上樓梯，利用機械臂

擷取包山架上的平安包，限時內取得越多者

為勝。

多足伺服馬達機械人 :
    仿動物的多足機械人須在 2.4 米長的跑

道上競速，最快者為勝。

機械龍舟造型設計 :
    大會就機械人的造型及功能等項目作評分。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
    重新改裝及設計日常生活物品，使其植入生

命元素，仿如人類或動物。

搶包山機械人

機械龍舟

搶包山機械人比賽

生命植入獎項

機械龍舟

2012 年度大獎

生命植入機械人

多足機械人

搶包山機械人二代

多足機械人

2012 年度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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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香港首個音樂機械人比賽 最具創意音樂機械大獎

2013 香港首個音樂機械人比賽 亞軍

音樂機械人

香港機械人學院與港鐵商場PopCorn

合作，協辦「全港首個音樂機械

人大賽」，旨在展現香港學童創作力及

激發他們的潛能，同時推廣音樂、藝術

及科技文化。本校同學除了製作兩個音

樂機械人進行合奏外，還要自行拍攝宣

傳影片及於比賽中製作舞台效果。

彈琴機械人 :
    一個由多個伺服馬達組成

的四手彈琴機械人，配上鋁片

製成的仿生手指，加上編程，

機械人能彈奏較複雜的樂曲。

打鼓機械人 :
    用膠水喉製成仿生手臀，

加上模擬打鼓動作及編程，與

彃琴機械人合奏。

機械人簡介

練習花絮
電視台訪問

打鼓機械人

音樂機械人拍攝宣傳片

音樂機械人比賽

音樂機械人演唱會

彈琴機械人

沙田區表演

比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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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比賽簡介

本校參加了不少全港性的樂高機械人比賽，

比賽指定須要運用樂高積木作為機械人的

結構，並在比賽中自行運作，完成計分的任務。

與 ROBOFEST 相同，全球多個國家皆有舉辦

WRO 機械人挑戰賽，香港區比賽部份項目的優

勝者更有機會到外國參賽。 

樂高機械人

 
2014 全港校際機器人挑戰賽 2014 ( 機械人相撲 ) 亞軍

2015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2015 相撲橫綱挑戰賽亞軍

2016 WRO 2016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 機械人任務 ) 銅樂高獎

2016 2016 第十一屆「創協盃」 創意科技機械人比賽 相撲賽一等獎

2017 WRO 2017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 極速循線 ) 銀樂高獎

極速循線賽：
    機械人須循著地圖上的線段競速，地圖

中除了直線及彎線外，也有虛線，十字路段

及分岔路段，要準確感應線段類別才可完成

賽事。

相撲機械人比賽 :
    機械人須在指定範圍內將對手推出界外。

機械人任務賽 :
    須在指定時間內，使機械人在地圖上完成所有任務。

WRO 極速循線

創協盃

WRO 挑戰賽

機械人製作

WRO 機械人相撲

WRO 機械人相撲

WRO 銀樂高獎

校內機械人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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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2014
風車發電設計大賽︰一等獎

風車造型設計︰最佳設計及創意獎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2015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二等獎

手搖發電機智能機械模型車探索賽︰季軍

風車發電設計大賽：最佳設計及創意獎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2016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環保物料應用獎

超級電容模型車耐力大賽︰一等獎

風車發電設計大賽：二等獎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於 2005 年首辦，由香港

電子科技教育學會主辦，並於每年創新科技嘉年華同期舉行，是

本港每年一項較大型的科普活動。此項比賽對推廣可再生能源的

科技應用發揮積極作用，學生們可嘗試在設計及製造模型車上應

用太陽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科技，通過互相交流和觀摩，達到學

以致用的效果。

本校自 2014 開始參加上述比賽，在過去的比賽中，同學們在不

同項目中，都獲得不少獎項，包括太陽能模型車、手搖發電電容

儲電模型車、智能機械車及風力發電設計等賽事。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曾獲獎項︰

比賽簡介︰

太陽能模型車 :

    利用大會提供的太陽能板及馬達，製作一架

模型車，走約 10 米的賽道，賽道上更設有斜坡

等障礙物，以最快完成者勝出。

手搖發電電容儲電模型車 :

    利用大會提供的馬達及電容儲電，製作一架

模型車，在三分鐘內走完最長的路程。每次發動

前，參賽者 1 分鐘以人力發電，為模型車儲電。

WRO 挑戰賽

智能機械車獎盃

獎狀

電容車

獎狀

太陽能模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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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機械車：

    靠人力發電的模型車，須跟循地圖上的軌跡行走，比賽以一對一追逐比

試，走得快的一隊勝出。

風力發電設計：

    須利用大會提供的指定水樽，自

行切割及設計一風車發電裝置，在風

洞五米外提起裝置，以獲取最多電能

為勝。

風力發電裝置製作

風力發電裝置

團體照 2015- 科學園金蛋

電容車比賽

智能機械車比賽賽況

智能機械車

風力發電比賽賽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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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2012 多足伺服馬達機械人競速亞軍

2015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2015 ( 香港舉行 )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季軍

2016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2016 ( 香港舉行 )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冠軍

每年在香港機械奧運會優勝的隊伍均會代表香港參加機械人奧運會國際賽，與中國省市，以及鄰近國家如泰國、新加

玻、馬來西亞等代表隊進行比賽。本校學生由 2012 開始，每年皆有參與這個比賽，成績蜚然。其中幾個項目表現

特別出色︰

國際機械人奧運會

獲獎相片

2016 機奧國際

2012 機奧國際

2012 機奧國際

2015 機奧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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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 2014 

水壓機械臂入樽
最佳創意設計獎冠軍

2015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 2015 

水火箭降落傘
最佳創意設計獎第二名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

由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香港分部及香港工程師學會舉辦的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每年均有不同的主題，讓學生利用

現有的機械理論，解決一些新的難題。

水壓機械臂入樽 :
    利用四對針筒作為液壓動力，驅動

一個可多角度移動的機械臂，將地上的

球夾起，繼而投進籃球架內，最快者獲

勝。

水火箭降落傘 :
    任務要求水火箭內可彈出一個玩具士兵，並背著一降

落傘，勝負取決該士兵能否降落至指定位置及飄浮於空中

較長時間。

機械人比賽簡介

2015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

獎狀

水壓機械臂獲獎

2014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14



智能機械裝置

本校機械人製作隊近年也參加了不少創新

發明及智能機械裝置創作的比賽，同學

從中運用了不少科技元素，配合一些全新的

演繹方法，創作不同的智能裝置，例如智能

管家、智能飯煲及智能拖板等，更獲得不少

獎項。

傳感機械人 :
    任務要求機械人在地圖上自行運作，到

每個關卡完成任務，以完成最多任務者勝。

智能管家：
    透過 RFID 無線射頻技術及自行運作的機

械人，準確為老人家尋找失物的位置。

智能飯煲 :
    製作透過網絡連接，用家可利用手機遙遠控

制家中的電飯煲執行洗米及煮飯的任務。

智能睡房 :
    為防止用家在漆黑環境下使用手機傷害眼

睛，床頭燈前有一感應器，感測到手機屏幕光

度後，便會自行開啟床頭燈。

智能廚房 :
    防止用家在廚房煮食時忘卻開啟抽油

煙機及抽氣扇而中毒。當火焰感應器感測

到有火，就會啟動裝置。

智能拖板 :
    用家可以遙控拖板插座上的

開關，另附設遙控器及溫濕度

計，方便用家調整電器的功能。

機械裝置簡介

智能廚房

智能都市比賽 智能機械車

智能管家機械人

智能睡房

智能拖板

智能管家

傳感機械人獎盃傳感機械人比賽

跳舞機械人

智能飯煲

創新科技大賽

創新科技大賽

 2013 傳感機械人大賽 2013 校際總冠軍

2014 智能都市設計大賽 2014

智能屋宇設計比賽冠軍

智能家居機械人比賽季軍智能都

市設計大賽 2014 總季軍

2015 數碼應用及娛樂大賽 2015
全場總季軍

數碼方案比賽季軍

2017 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2016-2017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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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為了鼓勵機械人製作隊隊員能回饋社會，關愛他

人，我們會不定期進行義工服務，將機械人活

動融入社區，讓青少年及老人家們都可以接觸科技的

世界。

老人探訪活動：

    學生教導長者學習使用 apps，讓長者也可體驗智能世界的趣味。

音樂機械人表演 :

    學生與機械人攜手彈奏樂器，作為活動開幕禮表演。

亞太機械人聯盟比賽攤位活動：

    本校獲邀進行機械人搶包山的示範，並分享操控機械人體驗。

科技展覽及機械人推廣活動：

    學生設計新穎的科技產品及機械人，讓參觀展覽及活動人士可認

識更多機械人及科技的知識。

校內外攤位活動：

    學生設計多元化的攤位遊戲，讓小朋友及青少年人玩樂之餘，從

而認識更多科學知識及提升解難能力，

機械人攤位活動

機械人推廣活動

老人探訪活動

科技展覽攤位活動

亞太機械人聯盟

音樂機械人表演

科技展覽及機械人推廣

機械人攤位活動

機械人攤位活動
16



林君卿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othel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首先，恭喜我的師弟們能連續兩年在美國比賽並獲得獎項。這絕不是容易的事。當

我看到他們的照片，自然回想起在黃允畋中學的時光。佛教黃允畋中學對我來說，

不單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初次接觸機械人的地方。四年前，當老師說想開辦機械人

學會時，我與同學都以一試無妨的心態參加。在平時的練習中，要學習的知識實在

也不少。比賽時，我們更不能鬆懈。記得曾參加一個機械人爬樓梯的比賽，練習十

分辛苦，當時即使在睡覺時也想着如何提升機械人的機動性，如何編寫程式，如何

解決摩打過熱的問題。雖然很辛苦，但我們不曾想過放棄。

每當我們遇到難題時，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去問老師，我們知道：他一定在思考解

決難題的方法，並能提供答案。但有一天，他向我們說；「究竟是老師比賽，還是

學生比賽？你們應先自行尋找解決方法，真的不行才找我商量；再者，老師的方法

也未必是最好的，你們要精益求精，才有進步！」自此以後，我們會先思考，嘗試

解難，這個學習習慣對我的影響很大呢！

機械人製作隊就像一個大家庭，你永遠不會覺得孤單。但你不可以依賴他人，你要

學習如何在難題及失敗中成長。我相信老師們都很願意幫助學生，學生也應從失敗

中學習。

曾敏納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系

 

我第一次參加的比賽是「智能都市設計大賽」，目標是要設計一些智能家具。那時我剛上中

四，修讀資訊科技科的時間不長，因此我怕自己知識水平不夠，不能勝任，因而不敢參加比

賽。但正如老師所說：「參加比賽，獲獎與否是其次，最重要是能從中學習。」我很高興能

學到很多相關的知識，例如一些設計理念、電腦程式的用法。俗話有云「萬事開頭難」，對

我們來說，邁出第一步總是困難的，因為我們沒嘗試過，內心自然感到害怕。作為師兄，我

可以告訴你，只要大家努力去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就能建立自信心。

 

人對於新奇事物自然會特別感興趣，參加這些機械人的活動也的確是特別有意思。在眾多設

計中，最令我記憶猶新的就是「全自動一體化電飯煲」。它是可遙控的，只要按一按手機，

就能啟動。它會自動倒水，洗米，把米倒在電飯煲裡，接著自動開動煮飯，真的十分有趣，

從創作到製作整個模型，我們都是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度過的。

 

其實多參加這類課外活動也是挺有益的，就算沒修讀資訊科的同學也可以

參加，就當學一學科普知識。現時資訊科技這麼發達，多學沒有壞處，生

活中總會用得著。

 

當然，除了課外活動，各科都應該要多用心學習，拿好成績，關鍵就是看

你勤奮與否，凡有所提升的就是好成績，所以其實很容易達成這個目標。

上大學後，老師講課不像中學時代般講得那麼仔細，上課聽授只是前奏，

重點是要課後自己額外找書及搜尋網上資源。如果同學們無論製作機械人，

或讀書溫習時也是這麼勤奮，我相信一定可得到滿意成績的。

老師總是以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態度來教導我們，因為他們很關心我們，希望

畋園學生能學好。毛澤東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說：「數風流人物，

還看你們」。

校友分言

比賽後於科學園留影

機械人搶包山獲獎

機械人相撲獲獎

參與機械龍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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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佐彬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系

我還記得我是在中三的時候

加入機械人製作隊的。當時

剛來香港讀書，便和幾位同

學一起參加這個課外活動，

我記得當時最有趣的，就是

每當我們的設計及製作陷入

瓶頸時，老師便讓我們先娛

樂一下，玩一下桌遊放鬆放

鬆，想想也覺得開心。當然，

放鬆過後的靈感真的蜂擁而

至，設計及製作果真事半功倍。我記得有一次設計划船機械

人，在比賽的時候為了取得更好的成績，明目張膽地在水道

旁吹氣，試圖令它走快一點點，這「聰明」的做法當然改變

不了賽果，但回想起來，也忍俊不禁。

其實參加課外活動真的有不少收穫，最重要的就是學會和同

學合作。要知道設計機械人並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有時候

需要一位會畫畫的人美化一下機械人的外型；融合各人的靈

感；或許把這一部分機械換個固定的方法能

有更高效能，這

就是團隊的

魅力。我非常

建議同學們參

加多點課外活

動，學習課本

以外的知識，

當然，讀書也

需要努力，兩者

要同時發展。

黃水波

香港城市大學 系統工程系

還記得當初是因為參加校內的水火箭比賽後，老師便邀請我和其他對機械發明有興趣的

同學參加機械人製作隊。組內有些是中五、六級的師兄，而我只有中三，開始時也擔心

自己能力不足，未能應付相關任務。幸好老師和同學都不厭其煩地從旁協助我們，隊員

們都很友善，遇到什麼困難都會互相幫助，意見分歧時懂得互相尊重，每次比賽大家都

會竭盡所能。有些同學擅長設計，有些同學擅長編程，大家互補長短，創造出一個個機

械人。

另外，每個比賽令我不只學到編程，組裝機械人等，更能擴闊我的眼界。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音樂機械人比賽。自問五音不

全，而且又要設計機械人組成一隊樂隊，並互相配合演出，對音樂完全沒有任何認識的我，這次遇上一個難題。幸好有精通

音樂的老師和同學主持大局，才能讓音樂機械人得以誕生。在過程中，我不單學會了更艱深的編程，更學會了一點結他技巧，

因為在平時工作得頭昏腦脹時，我們都會一起玩樂器，唱唱歌，放鬆後便繼續努力。還記得我們每日放學、假日就會到學校

研製機械人，朝十晚八，日復一日，雖然過程辛苦，但回想起卻是苦中帶甜。

到了中六，因為要準備應考公開試的關係，我便再沒有參加了，但是在製作隊中學到的東西並

沒有浪費。晝夜不分的溫書日子就如當初製作機械人一樣，鼓勵著我要撐過去，最後就會苦

盡甘來。我初中時都不喜歡讀書，因為我對讀書不感興趣，但後來發現這些知識對創作機械

人有用，我才開始認真學習。以前的我經常懷疑所學的知識沒有用處而缺乏學習動機，但現在

我知道知識到日後總能夠應用時，你便會慶幸自己曾為此努力過。切記「書到用時方恨少」，

各位師弟妹，及早認清自己的目標，努力前進，最後一定會有所收穫。

吳林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社工系

中三開始參與機械人製作，

第一個製作的，應該是「游

泳機械人」，記得初時大

家都只是以嘗試和認識新

事物的心態去學習。隨著

投入更多時間及心力，一

次又一次的比賽和實踐，

我們都將最初的「嘗試」

和「創新」變成了現在的

「成果」和「里程碑」，從而孕育了這隊有實力、有幹勁的

機械人製作隊，很高興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員！記得在最初的

時候，很多比賽並沒有提供完整的指引，要成功製作一個機

器人，靠的是我們與老師共同構思，不斷嘗試，更要學習接

受失敗，老師和我們一起面對箇中的開心和失望。整個團隊

就像一個大家庭，能給予我支持和鼓勵。最近回校時，發現

機械人製作隊仍保存這種「一切從零開始」的運作模式，我

相信師弟師妹一定從中有不少得著！最後，再次恭喜師弟與

老師能在美國大賽獲獎！希望各位繼續努力！勇創佳績！

智能家居比賽獲獎

機械人搶包山比賽

風力發電比賽

傳感機械人維修

音樂機械人比賽

音樂機械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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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業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系

讀初中時，在老師的講解與鼓勵下，我進入了機械人製作隊。由於最初缺

乏相關的經驗和知識，所以遇到不少困難，慶幸有師兄師姐以及老師的幫

助。我由基礎做起，例如認識馬達、溫度變阻器等配件、了解槓桿原理等

相關物理知識，以及親身參與機械人的組裝工作，這些雖然讓人覺得有點

兒乏味，但也潛移默化地提升了我的組裝技巧、專注力，並豐富了我的知

識層面，為我未來選科做好準備。在高中階段，我的身份改變了，由受關

照的師弟變身為照顧他人的師兄。因為學多了知識，所以老師讓我們更獨

立、自主地去思考、設計。還記得在一次機械人搶包山比賽中，為了讓機

械人可以快而穩的爬上階梯，並且能拿到更多的膠包，我們製作團隊在無

數次的失敗中汲取經驗，在它的腿腳部分做了適當的調整，從而使得我們

可以榮獲冠軍殊榮。

作為機械人製作隊的隊員，我有很多機會代表學校參賽，例如機械人奧林

匹克運動會、機械人搶包山比賽等。在比賽中，我由開始的膽戰心驚慢慢

變得沉著穩定，讓我的心理素質不斷變強，這讓我出席各種活動及比賽時，

總能夠有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讓我有更好的發揮。通過訓練和比賽，我

更明白團體精神的重要，在機械人製作時，有人負責組裝，有人負責設計，

有人負責控制等，一場比賽能獲得優異的成績，就得在各個環節中都要有

良好的發揮，當中隊員們的同心協力是相當重要的。每次的比賽都讓我有

不少收穫，獲獎時，我獲得喜悅及成功感，我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與獎

項無緣時，我也學會面對失敗、反省自己，從失敗中汲取經驗，正面應對。

在製作隊的幾年時間中，我除了學會很多與機械相關的知識外，更讓我學

會團結、提升心理素質和以積極的心態面對勝敗，我實在很感謝老師以及

師兄們的照顧與教導！

鄭君賜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HD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首先，恭喜母校獲得美國 ROBOFEST 國際機械人大賽季軍。回想當初，學習製作機械人都是

機緣巧合的事，想不到的，是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收穫。

製作機械人讓我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很多時候，比賽講求隊友之間的合作，例如辨識問題，

提出方案，實行製作方案等，全都需要隊友之間的合作。合作後換來的成果，特別令人有成

功感。還記得我第一次參加比賽，製作游泳機械人，為了可以讓機械人游得更快，更容易在

有需要時作維修，我們不斷提出方案，雖然結果未如理想，但過程中取得的成就感已令我很

滿足。

此外，製作機械人可以學習解決問題。每件製成品面世前都會面對大小不同的問題，例如硬件的限制，軟件的測試等，令

我們有時候感到束手無策。為了解決問題，我們絞盡腦汁，不停思考新的方法 ，不斷測試，這種處事態度令我畢生受用。

製作機械人亦可讓我學習多角度思考。記得參與智能家居設計大賽時，我

們希望將科技融入家具，使它們變得更人性化及環保，令人更方便使用。

還記得，為了可以讓產品發揮最佳效果，我們往往做到很晚才回家，這些

片段實在非常難忘。

中學生活多姿多彩，請好好珍惜，因這些日子轉眼間便過去，畢業後即使

繼續讀書，也很快投身社會，希望各位師弟妹珍惜在畋園的時光，不要浪

費光陰，為自己未來努力！

為機械人準備程式

2012 年度設計大獎

到長洲參加機械人搶包山比賽

代表香港參與國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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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竣喬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工程系

我從中四開始便參加機械人製作隊，製作過不同的機械人及參加各類型

機械人比賽，由當初對機械人一無所知，到現在對機械人的製作有濃厚

興趣。在機械人製作隊中，我們可以負責機械人組裝或軟體的程式編寫

等不同工作，而我主要負責程式編寫的部份。在學習程式編寫時，老師

鼓勵我們從錯誤中找出解決方法，這令我明白在學業上亦可以應付不同

的挑戰。此外，學習程式編寫能夠訓練我的數理邏輯，令我能更容易理

解與數理有關的科目，解決學習上的疑難，最後更能取得比以往更好的

成績。

在中五時，我參加了 「Robofest」的比賽，在比賽中，我十分高興能夠

代表學校及香港前往美國參加機械人世界賽，並獲得季軍。因為比賽中

有不少即時任務及挑戰，我們不能依賴任何的協助，要求我們自己解決

問題、這絕對改變了我對做事的態度，先反思自己的不足，再去尋求解

決方案。但更重要的是，在解決不同問題的時候，我培養了全力以赴的

心態，面對任何的難關亦不會輕言放棄。

我覺得自己能夠獲得不俗的成績，全因我會堅持，堅持去學習不同的知

識，堅持去改善自己。因此作為師兄，我衷心希望師弟妹們能夠明白，

即使條件再差，很多事情都並非不可能的。所以未到最後一刻，都不應

放棄，只有堅持，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

陳宇基

現職機械人興趣班導師

我在中五時加入機械人

製作隊，剛開始時只有

四個隊員，因為剛成立

這製作隊，資源和經驗

都很不足夠，但活動過

程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

磨練。

第一次參加比賽，我們

花了大多的時間在研究

和組合，當初沒有什麼設備，所以要用很多很土法的工具

製作。過程很不容易，卻十分難忘。此類活動需要耐性、

創意、應變和專注，所以對個人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幫

助。畢業後我亦因參加過機械人設計活動，所以獲聘做助

教，協助同學參與比賽，後來成為教練，帶領學生學習製

作機械人，參與多項機械人比賽。

希望母校師弟能提升勇氣和耐性，因為擁有勇氣和耐性才

能克服困難，願你們能學以致用！繼續創造佳績！

陳  健

現職資訊科技技術員

我參加過三年機械人的比賽，每次收到比

賽的章則後，都會和老師商討比賽的細

則，討論如何在各種限制下，設計出最佳的機械人。當時我

和隊友合作無間，他們強於策略及佈局，而我最就喜歡「落

手落腳」組裝，不停測試，甚至帶回家中鑽研至通宵。最記

得其中一次液壓機械臂的設計，老師認為我們的設計欠缺穩

定性，我反覆改良及加固之後，最後我們創作了一個新穎的

設計，既有效益，又能兼顧穩定性，最後還獲得工程師學會

投選的設計大獎。

面對老師的提問，甚至批評，我覺得這絕對是進步的動力，

絕不是因為他小看我們，而是他正正想我們反思自己的不

足。這些都成就了我今天可以擔當教練一職。

起初擔任教練時，我往往會對學生們欠缺信心，總覺得他們

缺乏比賽的經驗及相關知識。但經過進展性的練習，發覺學

生們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長，他們自信心的提升，對自己有越

來越高的要求，這些進步已遠遠勝過比賽成績。我亦慢慢開

始熟習作為一個引導者的角色，比自己去比賽更加有挑戰性。

作為一個師兄，亦是教練，我希望畋園的師弟妹都可以發

掘自己的潛能。《創新》雜誌發行人戴爾‧多爾蒂 (Dale 

Dougherty) 曾說過︰「我們是創造者，我們天生有創造的本

能。」 說明只要我們鍥而不捨，每人都可以創造出不同的

成功。

第一次以教練身份帶隊獲獎

在國際賽與泰國隊留影

水壓機械臂獲獎

比賽前作最後測試

導師身份 - 文化新領域訪問 到美國比賽出發前

到美國比賽並獲獎

智能管家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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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報導

報紙

東方日報 -20120428 晴報 -20130830

頭條日報 -20130802

新報 -20130713

大公報 - 創科博覽 -201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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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報 -20160301- 星島

2017-04-21- 晴報

2017-05-05- 晴報

2017-04-21- 經濟日報

大公報 - 創科博覽 -20170702- 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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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訪問

東網 ON.CC

ATV- 通識小學堂

J2- 激優一族訪問

奇妙電視 - 喜出望外

TVB- 今日 VIP

TVB- 文化新領域訪問

TVB- 時事多面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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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長洲參加機械人搶包山比賽

花絮相片

飛鳥模型製作

參與遙控車比賽

製作智能拖板

科技展覽

科技創意空間開幕
製作電動車

教授小學生製作遙控飛機

傅瑞禎助理校長與得獎同學

足球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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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照

慶功相片

機械人搶包山製作

到無線電視接受訪問

義工服務

水壓機械臂

機械人推廣活動 機械人大使

智能機械人

與蘇碧鎏副校長一同接受傳媒訪問

機械人格鬥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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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械人奧運會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

智能機械裝置

義工服務

校友感言

傳媒報道

花絮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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