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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第 39屆香港數學競賽得獎者名單 

 

 

  冠軍： 拔萃男書院 

 

 

  亞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季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書院 

 

 

個人項目卷一 

 

最佳表現獎狀得獎者名單（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E-08 拔萃男書院 
莊子星 

關容浩 

NT-2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陳逸朗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學 蔡浩朗 

HKI-18 聖保羅男女中學 朱卓熹 

HKI-25 聖保羅書院 周頌恩 

KLNW-34 荃灣官立中學 謝昶豪 

KLNW-39 英華書院 林卓為 

 

一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W-04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陳智鏵 

KLNW-05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郭子賢 

KLNE-15 喇沙書院 陳睿熙 

KLNE-22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陳昶誠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學 黃凱翔 

HKI-2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張知剛 

KLNW-28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姚縉熹 

HKI-15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郭政陽 

HKI-18 聖保羅男女中學 哈天恩 

HKI-25 聖保羅書院 

張善濤 

李明軒 

伍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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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E-03 迦密主恩中學 
黎誠謙 

廖家鉉 

KLNE-08 拔萃男書院 
陳柏熹 

黃淵浩 

KLNW-08 拔萃女書院 
蘇泳潼 

吳百齡 

KLNE-09 福建中學 
周智傑 

王睿 

HKI-06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譚子謙 

謝耀霆 

KLNE-15 喇沙書院 
李正心 

羅晞朗 

KLNE-23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陳潤勳 

NT-35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沈侑良 

KLNW-24 保祿六世書院 韋曉晴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學 黃延彰 

HKI-11 培僑中學 楊俊瀚 

HKI-12 皇仁書院 粘晉銜 

NT-14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陳梓朗 

KLNE-26 聖言中學 陳愷軒 

HKI-2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楊嘉爲 

KLNW-28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劉潤泰 

袁思諾 

HKI-15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蔡錦鋒 

NT-19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潘鑫平 

HKI-18 聖保羅男女中學 伍學禮 

KLNW-33 真光女書院 張鈺瑤 

KLNW-38 九龍華仁書院 梁兆昌 

KLNW-39 英華書院 程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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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E-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陳俊達 

NT-03 迦密柏雨中學 洪弘睿 

HKI-02 張祝珊英文中學 林彥亨 

HKI-03 張振興伉儷書院 

鄭家俊 

周浚澔 

黃啟程 

KLNW-05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黃朗曦 

KLNW-08 拔萃女書院 
周芷悠 

黃嘉愈 

KLNE-09 福建中學 莊藝俊 

KLNE-34 德望學校 吳卓亭 

KLNW-10 香島中學 
李品博 

林治宏 

NT-06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劉卓傑 

KLNE-13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梁裕豐 

NT-0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黃啟翀 

HKI-06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勞譽誠 

王海博 

KLNW-17 荔景天主教中學 

張德樂 

黎曉瑩 

林晉鋒 

於敏 

KLNE-18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蔡穎瑜 

HKI-09 港島民生書院 萬俊軒 

KLNW-22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張展翟 

朱朗遙 

吳樂天 

NT-2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何恆智 

洪昭亮 

NT-25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張早藍 

林君濠 

NT-35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何志敏 

黎清豐 

KLNW-24 保祿六世書院 
陳綽汶 

郭凱晴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學 高兆廷 

NT-12 培僑書院 叶浩華 

HKI-12 皇仁書院 譚啟然 

NT-14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簡熙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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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15 沙田崇真中學 黃凱桐 

KLNE-25 順利天主教中學 

張少維 

林湋康 

葉嘉濠 

周德鍇 

KLNE-26 聖言中學 

陳彥銘 

梁鈞皓 

楊彥漢 

HKI-2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張天瑤 

NT-16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張子俊 

NT-17 聖公會陳融中學 陳煜燊 

HKI-27 聖馬可中學 何祖輝 

KLNW-30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鄒思悅 

黃詩嵐 

HKI-18 聖保羅男女中學 黃嘉揚 

KLNW-35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柏言 

KLNE-30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陳梓華 

KLNW-38 九龍華仁書院 
梁洛奇 

蘇梓仁 

KLNE-31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龐雨坤 

KLNW-39 英華書院 
張家睿 

梁綽廷 

HKI-24 英華女學校 洪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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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項目卷二 

 

最佳表現獎狀得獎者名單（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W-28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姚縉熹 

 

一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W-05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郭子賢 

KLNE-08 拔萃男書院 
陳柏熹 

關容浩 

KLNE-34 德望學校 吳卓亭 

KLNW-17 荔景天主教中學 

張德樂 

黎曉瑩 

林晉鋒 

於敏 

HKI-11 培僑中學 楊俊瀚 

HKI-2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張知剛 

HKI-18 聖保羅男女中學 朱卓熹 

KLNW-34 荃灣官立中學 謝昶豪 

 

二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E-03 迦密主恩中學 黎誠謙 

KLNE-05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鄭泳昕 

KLNE-07 陳樹渠紀念中學                                            鄭梓昕 

KLNE-08 拔萃男書院 
王子昊 

黃淵浩 

KLNW-08 拔萃女書院 周芷悠 

KLNE-09 福建中學 周家寶 

KLNE-34 德望學校 
張家悅 

容漪桐 

KLNW-10 香島中學 陳蕊 

KLNW-12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曹鎮康 

鄧兆燊 

NT-0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張鈞朝 

HKI-06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逸軒 

KLNE-15 喇沙書院 羅晞朗 

KLNW-21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徐煒灝 

KLNE-33 民生書院 招智瀚 

KLNW-22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吳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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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E-22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陳昶誠 

NT-35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沈侑良 

KLNW-24 保祿六世書院 

陳綽汶 

林映余 

李泳欣 

黃汶羲 

KLNW-25 香港培正中學 
高兆廷 

黃凱翔 

KLNE-25 順利天主教中學 

張少維 

馬凌鍇 

王霆祖 

葉嘉濠 

KLNE-26 聖言中學 陳愷軒 

HKI-15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郭政陽 

NT-19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潘鑫平 

HKI-18 聖保羅男女中學 
哈天恩 

伍學禮 

HKI-25 聖保羅書院 李明軒 

NT-29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鄭芷凝 

NT-36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李雨澄 

楊維廉 

NT-20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文泓基 

KLNW-38 九龍華仁書院 梁洛奇 

KLNW-39 英華書院 
陳卓溢 

張家睿 

 

三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E-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李景泓 

NT-03 迦密柏雨中學 洪弘睿 

KLNE-04 迦密中學 李曉聰 

KLNE-05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黎迪生 

KLNW-04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陳智鏵 

KLNE-07 陳樹渠紀念中學                                            陳得志 

KLNW-05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黃朗曦 

KLNW-06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魏天朗 

NT-04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梁淑貞 

KLNW-08 拔萃女書院 
梁希瑜 

黃嘉愈 

KLNE-09 福建中學 莊藝俊 

KLNE-34 德望學校 葉曉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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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06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陳若石 

侯永盛 

唐沐恩 

KLNE-13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梁裕豐 

HKI-06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譚子謙 

KLNE-15 喇沙書院 
許思問 

李正心 

KLNW-20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黃愷斐 

KLNE-18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施卓妤 

KLNE-19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殷曉暉 

周俊賢 

NT-2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石銳康 

KLNE-23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鄭力燊 

范錦濤 

NT-25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鄧筱澄 

KLNE-24 香港培道中學 
鄧卓欣 

黃延彰 

KLNW-26 伊利沙伯中學 鄭民曦 

NT-14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陳梓朗 

NT-15 沙田崇真中學 駱彥丰 

KLNE-26 聖言中學 陳銘希 

NT-18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梁匡任 

黃梓浩 

HKI-15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蔡錦鋒 

HKI-18 聖保羅男女中學 黃嘉揚 

HKI-25 聖保羅書院 
張善濤 

周頌恩 

NT-36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柏皓 

KLNW-32 德雅中學 王譽程 

HKI-21 中華基金中學 
卓正一 

曾建盈 

KLNW-33 真光女書院 周儷安 

KLNW-35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柏言 

KLNW-39 英華書院 程灝鋒 

KLNE-32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羅守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