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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第 39 届香港数学竞赛得奖者名单 

 

 

  冠军： 拔萃男书院 

 

 

  亚军： 荔景天主教中学 

 

 

  季军： 圣保罗男女中学 

    圣保罗书院 

 

 

个人项目卷一 

 

最佳表现奖状得奖者名单（按学校英文名称排序）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E-08 拔萃男书院 
庄子星 

关容浩 

NT-2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纪念中学 陈逸朗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学 蔡浩朗 

HKI-18 圣保罗男女中学 朱卓熹 

HKI-25 圣保罗书院 周颂恩 

KLNW-34 荃湾官立中学 谢昶豪 

KLNW-39 英华书院 林卓为 

 

一等荣誉奖状得奖者名单（按学校英文名称排序）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W-04 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 陈智铧 

KLNW-05 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 郭子贤 

KLNE-15 喇沙书院 陈睿熙 

KLNE-22 保良局何荫棠中学 陈昶诚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学 黄凯翔 

HKI-2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张知刚 

KLNW-28 圣公会林护纪念中学 姚缙熹 

HKI-15 圣公会邓肇坚中学 郭政阳 

HKI-18 圣保罗男女中学 哈天恩 

HKI-25 圣保罗书院 

张善涛 

李明轩 

伍纬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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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荣誉奖状得奖者名单（按学校英文名称排序）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E-03 迦密主恩中学 
黎诚谦 

廖家铉 

KLNE-08 拔萃男书院 
陈柏熹 

黄渊浩 

KLNW-08 拔萃女书院 
苏泳潼 

吴百龄 

KLNE-09 福建中学 
周智杰 

王睿 

HKI-06 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 
谭子谦 

谢耀霆 

KLNE-15 喇沙书院 
李正心 

罗晞朗 

KLNE-23 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 陈润勋 

NT-35 宝安商会王少清中学 沈侑良 

KLNW-24 保禄六世书院 韦晓晴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学 黄延彰 

HKI-11 培侨中学 杨俊瀚 

HKI-12 皇仁书院 粘晋衔 

NT-14 沙田循道卫理中学 陈梓朗 

KLNE-26 圣言中学 陈恺轩 

HKI-2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杨嘉为 

KLNW-28 圣公会林护纪念中学 
刘润泰 

袁思诺 

HKI-15 圣公会邓肇坚中学 蔡锦锋 

NT-19 圣公会曾肇添中学 潘鑫平 

HKI-18 圣保罗男女中学 伍学礼 

KLNW-33 真光女书院 张钰瑶 

KLNW-38 九龙华仁书院 梁兆昌 

KLNW-39 英华书院 程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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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荣誉奖状得奖者名单（按学校英文名称排序）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E-01 何明华会督银禧中学 陈俊达 

NT-03 迦密柏雨中学 洪弘睿 

HKI-02 张祝珊英文中学 林彦亨 

HKI-03 张振兴伉俪书院 

郑家俊 

周浚澔 

黄启程 

KLNW-05 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 黄朗曦 

KLNW-08 拔萃女书院 
周芷悠 

黄嘉愈 

KLNE-09 福建中学 庄艺俊 

KLNE-34 德望学校 吴卓亭 

KLNW-10 香岛中学 
李品博 

林治宏 

NT-06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刘卓杰 

KLNE-13 旅港开平商会中学 梁裕丰 

NT-07 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 黄启翀 

HKI-06 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 
劳誉诚 

王海博 

KLNW-17 荔景天主教中学 

张德乐 

黎晓莹 

林晋锋 

于敏 

KLNE-18 玛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 蔡颖瑜 

HKI-09 港岛民生书院 万俊轩 

KLNW-22 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 

张展翟 

朱朗遥 

吴乐天 

NT-2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纪念中学 
何恒智 

洪昭亮 

NT-25 保良局董玉娣中学 
张早蓝 

林君濠 

NT-35 宝安商会王少清中学 
何志敏 

黎清丰 

KLNW-24 保禄六世书院 
陈绰汶 

郭凯晴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学 高兆廷 

NT-12 培侨书院 叶浩华 

HKI-12 皇仁书院 谭启然 

NT-14 沙田循道卫理中学 简熙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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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NT-15 沙田崇真中学 黄凯桐 

KLNE-25 顺利天主教中学 

张少维 

林湋康 

叶嘉濠 

周德锴 

KLNE-26 圣言中学 

陈彦铭 

梁钧皓 

杨彦汉 

HKI-2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张天瑶 

NT-16 圣公会莫寿增会督中学 张子俊 

NT-17 圣公会陈融中学 陈煜燊 

HKI-27 圣马可中学 何祖辉 

KLNW-30 嘉诺撒圣玛利书院 
邹思悦 

黄诗岚 

HKI-18 圣保罗男女中学 黄嘉扬 

KLNW-35 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 陈柏言 

KLNE-30 东华三院黄笏南中学 陈梓华 

KLNW-38 九龙华仁书院 
梁洛奇 

苏梓仁 

KLNE-31 仁济医院罗陈楚思中学 庞雨坤 

KLNW-39 英华书院 
张家睿 

梁绰廷 

HKI-24 英华女学校 洪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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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项目卷二 

 

最佳表现奖状得奖者名单（按学校英文名称排序）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W-28 圣公会林护纪念中学 姚缙熹 

 

一等荣誉奖状得奖者名单（按学校英文名称排序）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W-05 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 郭子贤 

KLNE-08 拔萃男书院 
陈柏熹 

关容浩 

KLNE-34 德望学校 吴卓亭 

KLNW-17 荔景天主教中学 

张德乐 

黎晓莹 

林晋锋 

于敏 

HKI-11 培侨中学 杨俊瀚 

HKI-2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张知刚 

HKI-18 圣保罗男女中学 朱卓熹 

KLNW-34 荃湾官立中学 谢昶豪 

 

二等荣誉奖状得奖者名单（按学校英文名称排序）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E-03 迦密主恩中学 黎诚谦 

KLNE-05 中华基督教会协和书院 郑泳昕 

KLNE-07 陈树渠纪念中学                                            郑梓昕 

KLNE-08 拔萃男书院 
王子昊 

黄渊浩 

KLNW-08 拔萃女书院 周芷悠 

KLNE-09 福建中学 周家宝 

KLNE-34 德望学校 
张家悦 

容漪桐 

KLNW-10 香岛中学 陈蕊 

KLNW-12 啬色园主办可誉中学暨可誉小学 
曹镇康 

邓兆燊 

NT-07 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 张钧朝 

HKI-06 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 黄逸轩 

KLNE-15 喇沙书院 罗晞朗 

KLNW-21 玛利诺神父教会学校 徐炜灏 

KLNE-33 民生书院 招智瀚 

KLNW-22 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 吴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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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E-22 保良局何荫棠中学 陈昶诚 

NT-35 宝安商会王少清中学                                          沈侑良 

KLNW-24 保禄六世书院 

陈绰汶 

林映余 

李泳欣 

黄汶羲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学 
高兆廷 

黄凯翔 

KLNE-25 顺利天主教中学 

张少维 

马凌锴 

王霆祖 

叶嘉濠 

KLNE-26 圣言中学 陈恺轩 

HKI-15 圣公会邓肇坚中学 郭政阳 

NT-19 圣公会曾肇添中学 潘鑫平 

HKI-18 圣保罗男女中学 
哈天恩 

伍学礼 

HKI-25 圣保罗书院 李明轩 

NT-29 马锦明慈善基金马可宾纪念中学 郑芷凝 

NT-36 顺德联谊总会梁銶琚中学 
李雨澄 

杨维廉 

NT-20 东华三院甲寅年总理中学 文泓基 

KLNW-38 九龙华仁书院 梁洛奇 

KLNW-39 英华书院 
陈卓溢 

张家睿 

 

三等荣誉奖状得奖者名单（按学校英文名称排序）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E-01 何明华会督银禧中学 李景泓 

NT-03 迦密柏雨中学 洪弘睿 

KLNE-04 迦密中学 李晓聪 

KLNE-05 中华基督教会协和书院 黎迪生 

KLNW-04 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 陈智铧 

KLNE-07 陈树渠纪念中学                                            陈得志 

KLNW-05 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 黄朗曦 

KLNW-06 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 魏天朗 

NT-04 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陈震夏中学 梁淑贞 

KLNW-08 拔萃女书院 
梁希瑜 

黄嘉愈 

KLNE-09 福建中学 庄艺俊 

KLNE-34 德望学校 叶晓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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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NT-06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陈若石 

侯永盛 

唐沐恩 

KLNE-13 旅港开平商会中学 梁裕丰 

HKI-06 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 谭子谦 

KLNE-15 喇沙书院 
许思问 

李正心 

KLNW-20 世界龙冈学校刘皇发中学 黄恺斐 

KLNE-18 玛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 施卓妤 

KLNE-19 基督教圣约教会坚乐中学                                        
殷晓晖 

周俊贤 

NT-2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纪念中学 石锐康 

KLNE-23 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 
郑力燊 

范锦涛 

NT-25 保良局董玉娣中学 邓筱澄 

KLNE-24 香港培道中学 
邓卓欣 

黄延彰 

KLNW-26 伊利沙伯中学 郑民曦 

NT-14 沙田循道卫理中学 陈梓朗 

NT-15 沙田崇真中学 骆彦丰 

KLNE-26 圣言中学 陈铭希 

NT-18 圣公会林裘谋中学 
梁匡任 

黄梓浩 

HKI-15 圣公会邓肇坚中学 蔡锦锋 

HKI-18 圣保罗男女中学 黄嘉扬 

HKI-25 圣保罗书院 
张善涛 

周颂恩 

NT-36 顺德联谊总会梁銶琚中学 陈柏皓 

KLNW-32 德雅中学 王誉程 

HKI-21 中华基金中学 
卓正一 

曾建盈 

KLNW-33 真光女书院 周俪安 

KLNW-35 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 陈柏言 

KLNW-39 英华书院 程灏锋 

KLNE-32 基督教女青年会丘佐荣中学                                       罗守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