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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第 38屆香港數學競賽個人得獎者名單 

 

全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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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拔萃男書院                                              徐子豐 

NT-1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馬逸軒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耀生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朱卓熹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賴煒諾 

KLNW-26 英華書院 游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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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拔萃男書院                                              徐子豐 

KLNE-06 拔萃男書院                                              關容浩 

NT-1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馬逸軒 

KLNW-18 香港培正中學 黃延彰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耀生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朱卓熹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賴煒諾 

KLNW-26 英華書院 游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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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NE-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鄭宇琛 

KLNW-02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孟子鈞 

KLNW-02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黃天佑 

KLNW-04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郭子賢 

KLNE-06 拔萃男書院                                              鄭力行 

HKI-0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周俊毅 

HKI-0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吳正韜 

HKI-0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謝耀霆 

HKI-0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逸軒 

KLNE-13 喇沙書院 王朗軒 

NT-16 培僑書院 梁浩維 

HKI-08 皇仁書院                                               張汶彥 

HKI-10 筲箕灣官立中學 周淑慧 

NT-2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韋智剛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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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W-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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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NW-06 拔萃女書院                                              張雋欣 

NT-08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楊善進 

NT-09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朱學研 

KLNE-12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陳子峻 

KLNE-13 喇沙書院 陳睿熙 

KLNE-13 喇沙書院 莊瀚榛 

KLNE-13 喇沙書院 吳卓謙 

NT-1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傅嘉誠 

KLNE-19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鄺崇哲 

KLNW-17 保祿六世書院 鍾嘉兒 

KLNW-17 保祿六世書院 郭詩詠 

KLNW-18 香港培正中學 陳善樂 

KLNW-18 香港培正中學 高兆廷 

HKI-08 皇仁書院                                               施嘉垣 

HKI-10 筲箕灣官立中學 陳文琪 

HKI-10 筲箕灣官立中學 楊少龍 

NT-2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莫晉曦 

HKI-16 聖保羅書院 周頌恩 

HKI-16 聖保羅書院 麥晉霖 

KLNW-26 英華書院 林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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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01 神召會康樂中學 李駿昇 

KLNW-02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陳智鏵 

HKI-22 張祝珊英文中學 施銘軒 

HKI-22 張祝珊英文中學 王騰翊 

HKI-01 金文泰中學 霍步軒 

KLNE-06 拔萃男書院                                              李淳軒 

KLNE-08 福建中學                                               陳樂瑤 

KLNE-08 福建中學                                               林嘉銘 

KLNE-09 德望學校 周子淇 

KLNE-09 德望學校 杜穎姿 

NT-08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黃洛僖 

KLNW-09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李一鳴 

KLNW-09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楊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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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W-10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謝沛昇 

KLNE-14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蔡穎瑜 

KLNE-17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陳昶誠 

KLNW-17 保祿六世書院 吳星月 

KLNW-18 香港培正中學 黃凱翔 

HKI-08 皇仁書院                                               麥顥邦 

HKI-08 皇仁書院                                               唐碩炫 

NT-18 沙田崇真中學 鍾錦康 

NT-18 沙田崇真中學 駱彥丰 

NT-18 沙田崇真中學 王之怡 

HKI-10 筲箕灣官立中學 李志堅 

KLNE-21 聖言中學 張瑋峰 

KLNE-21 聖言中學 顧浩賢 

HKI-11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罗一平 

NT-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周晉希 

NT-2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徐贊諾 

NT-2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朱子齊 

HKI-14 聖馬可中學 黃步良 

HKI-16 聖保羅書院 陳昊邦 

HKI-16 聖保羅書院 張善濤 

HKI-17 聖保祿中學 陳子晴 

HKI-17 聖保祿中學 林健喬 

HKI-17 聖保祿中學 丘培意 

HKI-19 中華基金中學                                             江俊逸 

KLNW-23 荃灣官立中學                                             黃皓鋒 

KLNW-24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梁灝星 

KLNW-24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俞俊謙 

KLNE-24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伍志韜 

KLNE-25 華英中學 盧力勤 

KLNW-25 九龍華仁書院 黎啟卓 

KLNE-26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黃啟賢 

KLNW-26 英華書院 張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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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NE-02 迦密中學 梁釗溢 

KLNW-02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陳智鏵 

KLNW-02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孟子鈞 

HKI-22 張祝珊英文中學 王騰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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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HKI-01 金文泰中學 陳子華 

HKI-01 金文泰中學 朱浩龍 

HKI-01 金文泰中學 霍步軒 

KLNW-04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郭子賢 

KLNE-06 拔萃男書院                                              鄭力行 

KLNE-06 拔萃男書院                                              徐子豐 

KLNW-08 香島中學                                               曾百川 

NT-08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楊善進 

HKI-0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周俊毅 

HKI-0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吳正韜 

HKI-0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謝耀霆 

HKI-0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逸軒 

KLNE-12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陳子峻 

KLNE-13 喇沙書院 莊瀚榛 

KLNE-13 喇沙書院 王朗軒 

NT-1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馬逸軒 

KLNE-17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陳昶誠 

KLNE-19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鄺崇哲 

KLNW-17 保祿六世書院 郭詩詠 

KLNW-18 香港培正中學 陳善樂 

KLNW-18 香港培正中學 黃凱翔 

NT-16 培僑書院 梁浩維 

HKI-08 皇仁書院                                               麥顥邦 

KLNE-27 順利天主教中學 陳暄瑩 

KLNE-27 順利天主教中學 馮浩朗 

KLNE-27 順利天主教中學 高睿莹 

KLNE-21 聖言中學 顧浩賢 

NT-2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徐贊諾 

NT-2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韋智剛 

HKI-13 聖類斯中學                                              曾雋夫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耀生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朱卓熹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賴煒諾 

HKI-16 聖保羅書院 周頌恩 

KLNW-25 九龍華仁書院 黎啟卓 

KLNW-26 英華書院 張智程 

KLNW-26 英華書院 游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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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NE-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鄭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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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02 迦密柏雨中學 洪弘睿 

KLNW-02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黃天佑 

HKI-22 張祝珊英文中學 施銘軒 

HKI-01 金文泰中學 吳偉仲 

KLNE-06 拔萃男書院                                              關容浩 

KLNW-08 香島中學                                               容小雅 

NT-08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陳子謙 

KLNW-10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謝沛昇 

KLNW-15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古仲廷 

NT-1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傅嘉誠 

KLNE-19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張恩耀 

KLNW-17 保祿六世書院 吳星月 

KLNW-18 香港培正中學 高兆廷 

NT-16 培僑書院 王若楷 

HKI-07 培僑中學 楊俊瀚 

HKI-08 皇仁書院                                               張汶彥 

NT-17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林致遠 

HKI-10 筲箕灣官立中學 陳文琪 

HKI-10 筲箕灣官立中學 李志堅 

HKI-10 筲箕灣官立中學 楊少龍 

KLNE-27 順利天主教中學 蘇暢 

NT-2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莫晉曦 

HKI-15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軍 

HKI-16 聖保羅書院 陳昊邦 

HKI-16 聖保羅書院 麥晉霖 

KLNW-21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倪俊豪 

KLNW-23 荃灣官立中學                                             謝昶豪 

NT-25 王肇枝中學 賴煒盛 

KLNW-26 英華書院 林卓為 

HKI-21 英華女學校 李穎心 

HKI-21 英華女學校 麥卓賢 

HKI-21 英華女學校 王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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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02 迦密柏雨中學 高雅文 

KLNW-02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李崇熙 

NT-26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楊裕富 

KLNE-06 拔萃男書院                                              李淳軒 

KLNW-06 拔萃女書院                                              葉子愛 

KLNE-08 福建中學                                               陳樂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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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E-09 德望學校 周子淇 

KLNE-09 德望學校 杜穎姿 

KLNE-09 德望學校 方羽千 

NT-08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黃洛僖 

NT-09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黃俊豪 

KLNW-15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陳順銘 

KLNW-17 保祿六世書院 鍾嘉兒 

HKI-08 皇仁書院                                               施嘉垣 

NT-18 沙田崇真中學 梁生進 

NT-18 沙田崇真中學 王之怡 

HKI-10 筲箕灣官立中學 周淑慧 

KLNE-21 聖言中學 張瑋峰 

HKI-11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罗一平 

HKI-16 聖保羅書院 張善濤 

HKI-17 聖保祿中學 陳子晴 

KLNW-21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唐宇堃 

HKI-19 中華基金中學                                             江俊逸 

KLNE-25 華英中學 盧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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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迦密中學 陳芑彤 

NT-04 長洲官立中學                                             張家煒 

NT-04 長洲官立中學                                             白曉桐 

NT-04 長洲官立中學                                             潘諾恒 

NT-04 長洲官立中學                                             謝嘉諾 

NT-05 趙聿修紀念中學                                            曾家裕 

KLNW-06 拔萃女書院                                              張嘉欣 

KLNW-06 拔萃女書院                                              黃嘉愈 

KLNE-08 福建中學                                               陳嘉豪 

KLNE-10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司徒翊軒 

KLNE-10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余湛燊 

NT-08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劉卓傑 

KLNW-09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李一鳴 

KLNW-09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楊堅 

KLNW-10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楊怡 

HKI-04 香港真光書院 樊欣悅 

KLNE-12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黃筠浩 

NT-12 沙田蘇浙公學 鄒小姿 

KLNE-13 喇沙書院 陳睿熙 

KLNE-13 喇沙書院 吳卓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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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W-12 麗澤中學 陳芷穎 

KLNW-15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莫志泳 

KLNW-15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鄧子樂 

KLNE-14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蔡穎瑜 

KLNE-19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郭嘉明 

KLNW-18 香港培正中學 黃延彰 

HKI-07 培僑中學 馮磊 

HKI-09 慈幼英文學校 何梓灝 

NT-18 沙田崇真中學 鍾錦康 

KLNE-21 聖言中學 陳愷軒 

HKI-11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杨嘉为 

NT-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周晉希 

NT-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鄧家聰 

KLNW-19 聖公會李炳中學 陳靜悅 

HKI-13 聖類斯中學                                              關煒杰 

HKI-13 聖類斯中學                                              黃匡鏞 

HKI-14 聖馬可中學 洪高源 

HKI-14 聖馬可中學 黃步良 

KLNW-20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袁烯雯 

HKI-17 聖保祿中學 陳欣彤 

HKI-17 聖保祿中學 林健喬 

KLNW-21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廖嘉偉 

KLNW-23 荃灣官立中學                                             黃皓鋒 

KLNW-24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溫立峰 

KLNW-24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俞俊謙 

NT-22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魏俊軒 

KLNE-24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關一言 

KLNE-25 華英中學 崔昊非 

KLNW-25 九龍華仁書院 梁家齊 

KLNW-25 九龍華仁書院 蘇梓仁 

NT-25 王肇枝中學 楊翱謙 

KLNE-26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陳永䥓 

KLNE-26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黃啟賢 

KLNW-26 英華書院 張家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