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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第 33 屆香港數學競賽初賽 
個人比賽項目得獎者名單 

 
最佳表現獎狀得獎者名單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1-14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何子駿 
KLN1-26 喇沙書院                                               于鎧瑋 
NT2-26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歐澤謙 

 
一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1-38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郭敏怡 
NT2-02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藍子軒 
KLN1-13 德望學校                                               麥可兒 

NT1-13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曾浩楠 
何瑞麒 

HKI-12 英皇書院                                               尹子穎 

KLN1-26 喇沙書院                                               
陳澤賦 
陳梓瑜 

KLN1-43 香港培正中學                                             魏子奇 

KLN2-22 伊利沙伯中學                                             
洪銳志 
周昊毅 
戴煒庭 

HKI-40 皇仁書院                                               
袁瑋謙 
張智雄 
曾冠霖 

NT2-34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洪子軒 
HKI-29 聖保羅男女中學                                            翁俊諾 
NT2-38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李承恩 

KLN2-34 英華書院                                               
林頌賢 
鄭穎新 

NT2-49 元朗商會中學                                             洪智軒 
 

二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2-04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文樂偉 
KLN1-04 迦密中學                                               姚道驄 
KLN1-05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馬俊軒 
HKI-03 張祝珊英文中學                                            李愷傑 
NT2-08 趙聿修紀念中學                                            葉嘉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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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2-08 趙聿修紀念中學                                            彭逸禧 
NT2-10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潘佑俊 

KLN1-09 拔萃男書院                                              
梁睿軒 
湯顥泓 

KLN1-12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葉正夫 

NT1-13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李鋒源 
鄧永賢 

KLN2-10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黃政豪 
HKI-10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何祉浩 
HKI-12 英皇書院                                               李承臻 
KLN1-26 喇沙書院                                               招朗軒 
HKI-15 港島民生書院                                             何宗錞 
NT2-2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張梓鵬 
NT2-26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曾子珊 
KLN1-38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馬逸朗 
NT2-27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吳嘉豪 
NT1-21 保良局胡忠中學                                            黃嘉朗 
NT1-22 培僑書院 莊浚灝 
HKI-40 皇仁書院                                               伍恩力 
NT1-25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呂展希 
NT1-27 沙田崇真中學                                             李俊熹 
NT1-27 沙田崇真中學                                             游子楓 
KLN1-46 聖言中學                                               陳天倬 
KLN2-25 南島中學 Hyun Jeong (Julie) Ahn 

HKI-26 聖若瑟英文書院                                            
劉俊樂 
袁家輝 

HKI-29 聖保羅男女中學                                            
劉健聰 
鄭樂言 

HKI-30 聖保羅書院                                              胡焯禧 

NT2-37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王靖 
鄒嘉奇 

NT2-38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蘇文杰 
KLN1-55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楊振一 

KLN2-34 英華書院                                               
蔡宏禧 
潘詠曦 

 
三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1-38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葉子樂 
劉宏智 

KLN1-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洪達鏗 



3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1-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吳雅媛 
KLN2-02 佛教大雄中學                                             何樂謙 
KLN1-0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許晉銘 

NT1-05 迦密柏雨中學                                             
陳祖暉 
羅納禧 

KLN1-04 迦密中學                                               冼逸康 
NT2-07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趙震鎧 
HKI-03 張祝珊英文中學                                            魯鍛言 
NT2-08 趙聿修紀念中學                                            李沛賢 

NT2-10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關添頌 
潘志勤 

NT2-11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陳俊朗 
NT1-08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何偉日 
NT2-12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王報齊 

KLN1-09 拔萃男書院                                              
林晉禧 
梁譽曦 

KLN2-06 拔萃女書院                                              潘灝蕎 
NT1-09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施嘉昊 
KLN1-11 福建中學                                               龔苹 
KLN1-13 德望學校                                               梁譽騫 
HKI-08 顯理中學                                               陳偉賢 
NT1-1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吳子永 
NT1-12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王澤霖 
KLN2-39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歐兆昇 

KLN1-18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陳漢傑 
陳逸銘 

HKI-10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程樂軒 
馮俊熙 
凌卓文 

NT1-15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謝天暐 

HKI-12 英皇書院                                               
陳偲行 
劉振聰 

KLN1-25 觀塘瑪利諾書院                                            陳啟維 
NT1-18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譚浩彬 

KLN1-29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馬浚瑜 
馮陶然 

HKI-14 衛理中學                                               蔡麒富 

HKI-15 港島民生書院                                             
胡海量 
吳曜同 

KLN2-19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張文傑 
KLN1-38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張意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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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1-38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何卓諺 
KLN1-39 天主教普照中學                                            黃文巧 

KLN1-43 香港培正中學                                             
邱楚棱 
龔彥文 
洪睿琛 

NT1-22 培僑書院 
梁顥霖 
鍾寶光 

HKI-16 培僑中學                                               唐子原 
KLN2-22 伊利沙伯中學                                             黃碩匡 
HKI-17 高主教書院                                              洪宏曜 
NT1-24 沙田官立中學                                             張天行 

NT1-28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鄭樂軒 
廖焯瀅 

NT2-34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林樂勤 

NT1-30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胡智傑 
馬國健 
郭彥熙 

KLN2-25 南島中學 
Jonathan LEI 
Leo KIM 

NT2-35 南屯門官立中學                                            陳皓賢 

HKI-26 聖若瑟英文書院                                            
黃亭熙 
劉梓平 

HKI-29 聖保羅男女中學                                            黃嘉慧 
HKI-30 聖保羅書院                                              李澤翔 
HKI-33 聖士提反堂中學                                            黃培凱 
HKI-35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黃芊芊 
KLN1-56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徐嘉傑 
NT2-37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關天誦 
NT1-32 德信中學 王博恒 
NT2-41 天水圍官立中學                                            張芷君 

KLN2-30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顧君彥 
黃志豪 

NT2-42 屯門天主教中學                                            陳梓鋒 
NT1-33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馬弘忻 
KLN1-52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曾慶利 

HKI-38 香港華仁書院                                             
鄭善陽 
江俊希 

NT1-36 王肇枝中學                                              麥兆匡 
HKI-39 英華女學校                                              黃愷彤 

註： 大會將於 2016 年 4 月 23 日舉行頒獎典禮後，向所有獲得二等及三等榮譽獎狀的獲
獎參賽者寄出相關證書。 

 



5 
 

 至於獲得最佳表現獎狀及一等榮譽獎狀的參賽者，將可於頒獎典禮上獲發相關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