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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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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2-04 趙聿修紀念中學                                            彭逸禧 
NT2-05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楊善行 

KLN2-11 拔萃女書院                                              吳師邁 
NT1-14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何瑞麒 

KLN1-21 喇沙書院                                               
伍智楗 
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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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N1-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汪嘉霖 
NT2-05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吳庭俊 

KLN1-08 拔萃男書院                                              
周伯儒 
郭展軒 
梁譽曦 

HKI-11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凌卓文 
唐子泓 

KLN1-21 喇沙書院                                               葉景輝 
HKI-15 港島民生書院                                             胡海量 
NT2-1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梁展維 

KLN2-34 香港培正中學                                             
張沛笙 
談知衡 
衛家熙 

HKI-17 皇仁書院                                               曾冠霖 

KLN1-38 聖言中學                                               
李綿恒 
胡愷洸 

HKI-30 聖保羅男女中學                                            張綮希 
KLN2-41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古諾荻 
KLN2-43 荃灣官立中學                                             陳皓怡 
HKI-41 香港華仁書院                                             黃英豪 

KLN2-48 英華書院                                               黃毅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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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1-02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葉子樂 

KLN2-06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張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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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2-05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建洋 

KLN1-08 拔萃男書院                                              鄭力行 
KLN2-11 拔萃女書院                                              馬懿彤 

KLN1-11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郭成謙 
譚言基 

KLN2-14 香島中學                                               黃海洋 
NT1-15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張晉熙 
NT1-18 沙田蘇浙公學                                             傅軒楠 
HKI-13 英皇書院                                               李林亨 

KLN1-21 喇沙書院                                               蔡梓皓 
KLN1-24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陳嘉慧 
KLN1-26 民生書院                                               溫珈豪 
NT2-1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蘇立 

KLN1-31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謝駿華 

NT2-15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黎晉睿 
葉恩銘 

KLN1-49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楊文飛 

KLN1-33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莫雲軒 
曾焌維 

KLN2-33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張家輝 
KLN2-34 香港培正中學                                             湯諾陶 
KLN1-36 伊利沙伯中學                                             黃碩匡 
HKI-17 皇仁書院                                               許庭瑋 
NT1-25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羅文謙 

KLN1-38 聖言中學                                               何政霖 
NT1-28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吳曉峻 
HKI-25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梁熙進 
HKI-27 聖若瑟英文書院                                            趙致朴 

HKI-30 聖保羅男女中學                                            
林綽宏 
羅俊熙 
施柏浩 

HKI-31 聖保羅書院                                              李浩勤 
KLN2-43 荃灣官立中學                                             林碩風 
KLN1-46 華英中學                                               孔文琦 

HKI-41 香港華仁書院                                             
劉軼昕 
龍洛 

KLN2-47 九龍華仁書院                                          陳駿毅 
KLN2-48 英華書院                                               張子軒 
NT2-33 元朗商會中學                                             黎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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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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1-04 佛教黃允畋中學                                            
陳宇森 
吳坤雄 

KLN1-03 迦密主恩中學                                             
陳湘嵐 
朱浚謙 
許曉傑 

NT1-05 迦密聖道中學                                             張方立 

NT1-06 迦密柏雨中學                                             
張榮軒 
馮浩旻 

KLN1-04 迦密中學                                               吳朝暉 
HKI-03 張祝珊英文中學                                            黎沛怡 
NT2-05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余康庭 
NT1-09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施杰成 

KLN2-11 拔萃女書院                                              黃子嘉 
KLN1-10 福建中學                                               陳筠怡 
KLN2-14 香島中學                                               王琨煜 
KLN1-13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鄭明睿 
KLN2-17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楊逸 
NT2-11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黎嘉慶 

KLN2-18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廖文豪 
NT1-14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周子傑 

KLN1-14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陳炯鴻 

KLN1-15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梁宇斌 
成頌顯 

HKI-11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昱廷 
王維正 

NT2-12 裘錦秋中學（元朗）                                          李柏梁 
NT1-18 沙田蘇浙公學                                             梁皓雯 

HKI-13 英皇書院                                               
何宏鋒 
林加皓 

KLN1-48 觀塘官立中學                                     邱家汶 
NT2-13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謝佳利 

KLN1-24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冼穎兒 
NT2-1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意婷 

KLN1-28 天主教伍華中學                                            黃偉洛 

KLN1-31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陳嘉敏 
郭健明 

KLN1-33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李兆暉 
NT1-23 培僑書院 馬太灝 

KLN1-36 伊利沙伯中學                                             曾紹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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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1-24 沙田官立中學                                             蘇子傑 

NT1-27 沙田崇真中學                                             
朱贊綜 
譚早言 

HKI-22 筲箕灣官立中學                                            邵家聲 
NT2-19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陳栢軒 

KLN1-38 聖言中學                                               吳昀澍 
KLN2-38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陳弘軒 
HKI-24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岑樂熙 
HKI-27 聖若瑟英文書院                                            謝卓汎 
HKI-29 聖馬可中學                                              陳韋諾 

KLN2-40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余慶瑜 
HKI-33 聖伯多祿中學                                             李嘉麟 
HKI-34 聖士提反書院                                             黎敏慧 
HKI-35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鄧子茵 
NT2-23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陳文迪 
NT2-2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吳維民 

KLN1-43 將軍澳官立中學                                            朱釗賢 
KLN2-44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鍾智傑 
NT2-27 屯門天主教中學                                            李汶軒 
NT2-28 屯門官立中學                                             盧貴生 

NT1-33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朱漢鍵 
劉紀婧 

KLN1-45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莊淳瀅 
HKI-41 香港華仁書院                                             徐冠維 

KLN2-47 九龍華仁書院                                          張軒齊 

NT1-35 王肇枝中學                                              
林子翱 
梁凱堯 
盧一峰 

KLN2-48 英華書院                                               陳駿軒 
KLN2-50 港青基信書院                                             莊承諭 

NT2-33 元朗商會中學                                             
林柏康 
李振邦 

 
註： 大會將於 2018 年 5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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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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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