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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第 30屆香港數學競賽初賽 

個人比賽項目 

得獎者名單 

 

 
一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HKI-12 英皇書院                                               
周竣軒 

馮建曜 

HKI-15 港島民生書院                                             張嘉偉 

HKI-19 皇仁書院                                               莊協權 

HKI-30 聖若瑟英文書院                                            曾之卓 

HKI-44 香港華仁書院                                             何匯恆 

KLN1-31 聖言中學                                               陳泓瑋 

KLN2-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余煥文 

楊凱愉 

KLN2-18 喇沙書院                                               

黃俊希 

董鑫泉 

鄧迪文 

許百楠 

KLN2-31 華英中學                                               唐錦鴻 

KLN3-23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楊展聰 

KLN3-27 伊利沙伯中學                                             張展豪 

NT1-02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謝朗然 

NT1-37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何建生 

霍熙量 

NT2-21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邱駿然 

NT2-29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子樂 

 
二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HKI-12 英皇書院                                               王俊民 

HKI-24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朱晉豪 

HKI-30 聖若瑟英文書院                                            朱俊銘 

HKI-33 聖保羅男女中學                                            
劉振庭 

阮浩軒 

HKI-44 香港華仁書院                                             李嘉健 

KLN1-03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黃梓揚 

KLN1-10 福建中學 (觀塘) 黎蘊瑩 

KLN1-11 德望學校                                               周可晴 

KLN1-26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姚子鋒 



2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1-31 聖言中學                                               
林世棕 

張逸深 

KLN2-08 拔萃男書院                                              羅煒傑 

KLN2-10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劉蔚權 

方正維 

陳奇鋒 

KLN2-19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譚俊盈 

KLN2-24 香港培正中學                                             樊昕霖 

KLN2-30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伍家然 

KLN3-27 伊利沙伯中學                                             嚴啟立 

KLN3-37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趙一鳴 

NT1-16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陳至誠 

張展弘 

NT1-20 沙田蘇浙公學                                             葉錦柏 

NT1-36 沙田崇真中學                                             周奕鳴 

NT1-38 聖公會陳融中學                                            鄭天心 

NT2-08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馮子晴 

NT2-28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林子揚 

NT2-3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蔡康宏 

NT2-44 元朗商會中學                                             
洪智軒 

林潤生 

 
三等榮譽獎狀得獎者名單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HKI-11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馬穎瑜 

HKI-12 英皇書院                                               羅觀宇 

HKI-15 港島民生書院                                             賴旭祺 

HKI-19 皇仁書院                                               

黃酩晞 

麥浩然 

韓本一 

HKI-25 筲箕灣官立中學                                            
李誠軒 

施泱泱 

HKI-27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于文 

HKI-30 聖若瑟英文書院                                            徐浩龍 

HKI-31 聖類斯中學                                              
傅凱蔚 

黃歷恆 

HKI-32 聖馬可中學                                              梁緯彤 

HKI-33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仲康 

HKI-34 聖保羅書院                                              王子章 

HKI-44 香港華仁書院                                             
邱浩研 

何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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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1-10 福建中學 (觀塘) 
李健禧 

盧思羽 

KLN1-11 德望學校                                               
曾希桐 

張芷瑜 

KLN1-1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張晉瑋 

KLN1-17 觀塘官立中學                                             林康賢 

KLN1-19 觀塘瑪利諾書院                                            
劉鎮雄 

譚子杰 

KLN1-20 李求恩紀念中學                                            郭雅如 

KLN1-23 寧波公學                                               顏吉安 

KLN1-24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黃洛生 

KLN1-25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陳家俊 

KLN1-26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曾國棟 

KLN1-31 聖言中學                                               劉雋顥 

KLN1-34 將軍澳官立中學                                            廖靈瑩 

KLN1-35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李啟深 

KLN1-37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陳嘉淳 

KLN2-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吳卓熙 

嚴志僑 

KLN2-02 佛教大雄中學                                             龔偉達 

KLN2-05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梁睿軒 

KLN2-08 拔萃男書院                                              
周子皓 

劉浩瀚 

KLN2-09 香島中學                                               鄧志友 

KLN2-10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林偉堃 

KLN2-11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陳致德 

KLN2-15 何文田官立中學                                            余浩然 

KLN2-22 聖母玫瑰書院                                             何煥琳 

KLN2-24 香港培正中學                                             
潘嘉永 

任志立 

KLN2-30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李碩桁 

KLN2-31 華英中學                                               
莊永安 

林祐賢 

KLN2-34 英華書院                                               

潘詠曦 

梁彥富 

麥晉維 

KLN3-01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王梓祥 

吳子聰 

KLN3-06 拔萃女書院                                              鄧蒨朗 

KLN3-09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蘇籽滔 

KLN3-12 荔景天主教中學                                            石雯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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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KLN3-19 循道中學                                               梁繼為 

KLN3-27 伊利沙伯中學                                             
張偉霖 

曾啟康 

KLN3-30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刁俊傑 

葉家謙 

KLN3-30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林彤謙 

KLN3-33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錢凱瑤 

KLN3-33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盤沁翹 

KLN3-34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唐思齊 

關啟進 

文朗軒 

KLN3-36 荃灣官立中學                                             

羅瑋聰 

黃家駿 

曹惠琪 

NT1-02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廖延銘 

梁啟樞 

黃俊誠 

NT1-06 迦密柏雨中學                                             黃智珩 

NT1-16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曾嘉豪 

NT1-20 沙田蘇浙公學                                             
何浚偉 

林周達 

NT1-33 沙田官立中學                                             
王日昇 

嚴應興 

NT1-37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鄭嘉駿 

NT1-39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陳啟燊 

鄭文諾 

NT1-40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蘇曉彤 

NT1-43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吳浩銘 

NT1-45 王肇枝中學                                              黃浚杰 

NT2-10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陳嘉儀 

NT2-18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張峻銘 

陳厚元 

NT2-20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呂明康 

冼朗軒 

戚詠雯 

鄧善璋 

NT2-21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李嘉譽 

NT2-25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張詠詩 

NT2-28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陳敬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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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NT2-3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吳千洪 

麥朗 

黃諾峰 

NT2-37 屯門官立中學                                             張智軒 

NT2-38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吳俊樺 

NT2-39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李家樂 

 
 

2012/13年第 30屆香港數學競賽初賽 

團體比賽項目得獎學校 

 
 
1. 喇沙書院 
 

2. 聖保羅男女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