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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第 36 届香港数学竞赛初赛 

个人比赛项目得奖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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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2-05 宣道会陈瑞芝纪念中学                               杨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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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N1-10 拔萃男书院                                              
郑力行 

梁誉曦 

NT1-08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马锦灿纪念英文中学                                  郑浩文 

HKI-11 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                                          
陈卓均 

李朗然 

KLN1-24 喇沙书院                                               

赖炜诺 

李云 

叶景辉 

NT2-10 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                                         周俊延 

KLN2-31 香港培正中学                                             

陈祉轩 

陈子贤 

黄凯聪 

KLN1-42 圣言中学                                               李绵恒 

HKI-22 圣公会邓肇坚中学                                           梁熙进 

NT1-26 圣公会曾肇添中学                                           罗卓谦 

HKI-27 圣保罗男女中学                                            林绰宏 

KLN2-41 荃湾官立中学                                             林硕风 

KLN1-49 华英中学                                               孔文琦 

NT2-29 仁爱堂田家炳中学                                           黄纬俊 

KLN2-46 英华书院                                               游证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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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1-02 浸信会吕明才中学                                           许燕洋 

KLN1-01 何明华会督银禧中学                                          郑宇琛 

KLN1-03 迦密主恩中学                                             杨嘉霖 

KLN1-10 拔萃男书院                                              
王柏翘 

邢维杨 

KLN2-10 拔萃女书院                                              
何宝鹦 

吴师迈 

KLN1-12 福建中学                                               
陈慧琳 

李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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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KLN2-13 香岛中学                                               黄亚泰 

NT1-05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                                      
黄洛僖 

杨善行 

KLN1-22 观塘官立中学                                     梁浩锋 

KLN1-23 观塘玛利诺书院                                            鲁健辰 

NT2-10 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                                         周佑霖 

NT2-12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纪念中学                                      
梁匡贤 

叶恩铭 

KLN1-36 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                                         
赖仲贤 

吴永杰 

KLN2-30 宝安商会王少清中学                                          王俊然 

KLN2-31 香港培正中学                                             张沛笙 

HKI-15 培侨中学                                               赵艺萱 

HKI-16 皇仁书院                                               

蔡展朗 

许庭玮 

袁沛豪 

KLN1-42 圣言中学                                               李达生 

KLN2-39 嘉诺撒圣玛利书院                                           伍泳蓝 

HKI-27 圣保罗男女中学                                            
陈焯铿 

张睿轩 

HKI-28 圣保罗书院                                              
劳治铨 

李浩勤 

KLN2-41 荃湾官立中学                                             谢昶豪 

NT2-27 东华三院卢干庭纪念中学                                        陈淯铭 

KLN1-48 东华三院黄笏南中学                                          陆嘉俊 

KLN1-50 仁济医院罗陈楚思中学                                         陈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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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1-01 神召会康乐中学                                            黄曦婕 

KLN1-01 何明华会督银禧中学                                          陈鸿泰 

KLN2-01 佛教善德英文中学                                           刘子谦 

HKI-02 佛教黄凤翎中学                                            曾令航 

NT1-04 迦密柏雨中学                                             郭镇玮 

KLN1-05 中华基督教会协和书院                                         杨锡钧 

NT2-02 中华基督教会基朗中学                                         卢进韬 

HKI-04 张祝珊英文中学                                            杨骏曦 

KLN2-06 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                                         曾熙同 

NT2-05 宣道会陈瑞芝纪念中学                               罗一平 

HKI-07 中华传道会刘永生中学                                         施清源 

KLN2-10 拔萃女书院                                              梁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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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谢咏恩 

NT1-06 风采中学（教育评议会主办）                                      李韵诗 

KLN1-11 五邑司徒浩中学                                            叶文孙 

KLN1-14 德望学校                                               
李曼萍 

叶恺琳 

KLN2-13 香岛中学                                               李心怡 

NT2-08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                                      黎嘉庆 

KLN1-16 香港四邑商工总会黄棣珊纪念中学                                    
钱义轩 

李诺伟 

NT1-09 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 丘卓楠 

HKI-11 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                                          
许皓然 

吴蕊君 

NT1-10 圣母无玷圣心书院                                           甘尚明 

NT2-09 裘锦秋中学（元朗）                                          周乐轩 

NT1-12 沙田苏浙公学                                             
梁思悦 

吴尚臻 

KLN1-22 观塘官立中学                                     欧阳栩琦 

KLN1-24 喇沙书院                                               简卓轩 

KLN2-19 丽泽中学                                               刘诗琪 

KLN2-20 荔景天主教中学                                            许晓辉 

KLN2-23 世界龙冈学校刘皇发中学                                        颜咏琳 

KLN2-24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方是昱 

KLN1-26 玛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                                       叶倩怡 

KLN1-28 慕光英文书院                                             周灿林 

NT2-10 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                                         
傅嘉诚 

马逸轩 

NT1-15 新界乡议局大埔区中学                                         李秋如 

KLN1-34 保良局何荫棠中学                                           

何炳坚 

郭健明 

宋文轩 

KLN1-35 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                                          廖君泽 

KLN1-36 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                                         莫云轩 

KLN2-32 伊利沙伯中学                                             周昊彦 

HKI-16 皇仁书院                                               林柏朗 

NT1-19 沙田官立中学                                             方贵尧 

NT1-22 沙田崇真中学                                             梁嘉麟 

NT1-23 圣公会莫寿增会督中学                                         韩君信 

KLN2-35 圣公会林护纪念中学                                          
张铠楠 

丘智健 

NT1-26 圣公会曾肇添中学                                           雷俊威 

HKI-24 圣若瑟英文书院                                            林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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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梅乐添 

赵致朴 

HKI-26 圣马可中学                                              颜润淇 

HKI-30 圣士提反堂中学                                            卓向盈 

KLN2-40 顺德联谊总会李兆基中学                                        
何嘉伟 

杨智杰 

HKI-32 中华基金中学                                             
张晋轩 

梁朗熙 

NT2-24 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                                          陈恩成 

KLN2-41 荃湾官立中学                                             虞玮业 

KLN2-42 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                                        高煜航 

HKI-35 东华三院李润田纪念中学                                        陈铭 

NT2-27 东华三院卢干庭纪念中学                                        张廷骏 

NT1-29 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                                          刘颖廉 

HKI-36 香港华仁书院                                             
龙洛 

徐冠维 

KLN2-45 九龙华仁书院                                          林晋希 

KLN1-50 仁济医院罗陈楚思中学                                         梁嘉元 

KLN2-46 英华书院                                               

陈骏轩 

张子轩 

钟曜谦 

KLN2-47 英华女学校                                              李蔓怡 

NT2-30 元朗商会中学                                             詹达诚 

 

注： 大会将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举行颁奖典礼后，向所有获得二等及三等荣誉奖状的获
奖参赛者寄出相关证书。 

 

 至于获得最佳表现奖状及一等荣誉奖状的参赛者，将可于颁奖典礼上获发相关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