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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德基金會 2021 年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5 月 15 日） 
獲獎名單 

1. 個人獎項 

小學中年級組（19名） 

奬項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冠軍 何心怡 道教青松小學 A022 
亞軍 吳希翔 馬頭涌官立小學 A011 
季軍 李衍俊 聖若瑟小學 A044 
二等奬 楊明熹 喇沙小學 A003 
二等奬 吳卓毅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A043 
二等奬 蔡子煇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A037 
二等奬 羅俊然 海怡寶血小學 A004 
二等奬 王楚行 德信學校 A069 
二等奬 袁熙宏 英華小學 A028 
二等奬 何浩亨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A080 
三等奬 方智彥 香港培正小學 A005 
三等奬 甘衍量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A082 
三等奬 劉礎仁 喇沙小學 A023 
三等奬 李昊霖 聖若瑟小學 A065 
三等奬 梁逸正 英華小學 A008 
三等奬 葉澍晙 保良局錦泰小學 A012 
三等奬 林在心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A056 
三等奬 衛錞鋒 香港培正小學 A025 
三等奬 陳泓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A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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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高年級組（21名） 

奬項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冠軍 陳豊知 聖若瑟小學 B003 

亞軍 李昊龍 聖若瑟小學 B029 

季軍 田雨暘 喇沙小學 B054 
一等奬 陳彥瑋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B006 

二等奬 蔡佳熙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B007 
二等奬 蘇柏熹 英華小學 B061 
二等奬 周子居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B027 
二等奬 蔣君言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B051 
二等奬 廖培翔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B013 
二等奬 黃皓霆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B039 
二等奬 李嘉鴻 聖公會仁立小學 B070 

三等奬 鄧嘉琳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B030 
三等奬 楊俊謙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B089 
三等奬 梁政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B001 
三等奬 羅曉颺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B005 
三等奬 徐之樂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B075 
三等奬 廖崇一 英華小學 B086 
三等奬 李泓希 天佑小學 B014 
三等奬 趙冠山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B019 
三等奬 楊皓宇 道教青松小學 B053 
三等奬 李文謙 香港培正小學 B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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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組（24 名） 

奬項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冠軍 陳睿熙 喇沙書院 C061 
亞軍 陳銘得 拔萃男書院 C017 
季軍 陳子樂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C010 
一等奬 李厚賢 香港培正中學 C060 
二等奬 王志臻 伊利沙伯中學 C023 
二等奬 盧  諾 喇沙書院 C080 
二等奬 司徒本梃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C102 
二等奬 余證滔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C097 
二等奬 嚴朗天 伊利沙伯中學 C057 
二等奬 吳子顥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C003 
二等奬 寧子穎 港島民生書院 C024 
二等奬 肖宇軒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C046 
三等奬 謝昊弘 英華書院 C009 
三等奬 吳迪浠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C040 
三等奬 李晉安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C049 
三等奬 洪仲熹 拔萃男書院 C051 
三等奬 陳一諾 英華書院 C089 
三等奬 鄒思樂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C068 
三等奬 吳宥燊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C095 
三等奬 陳柏錦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C110 
三等奬 張錦權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C002 
三等奬 胡晨琪 香港真光中學 C008 
三等奬 黃量 趙聿修紀念中學 C104 
三等奬 吳縉橋 香港培正中學 C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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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組（24 名） 

奬項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冠軍 吳卓謙 喇沙書院 D015 
亞軍 譚子謙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D085 
季軍 莊瀚榛 喇沙書院 D104 
一等奬 鄭泳昕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D028 
一等奬 陳朗翹 拔萃男書院 D061 
二等奬 郭心悅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D055 
二等奬 林啟峰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D025 
二等奬 劉懏漋 將軍澳官立中學 D081 
二等奬 成銳邦 聖言中學 D002 
二等奬 何兆龍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D009 
二等奬 關棨彥 英華書院 D024 
二等奬 梁傲熙 拔萃男書院 D094 
三等奬 蔣帛延 拔萃女書院 D106 
三等奬 曾凱光 香港培正中學 D014 
三等奬 葉穎臻 拔萃女書院 D016 
三等奬 鄭羽辛 香港培正中學 D103 
三等奬 劉垚君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D011 
三等奬 黃樂天 英華書院 D054 
三等奬 王海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D003 
三等奬 簡正賢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D090 
三等奬 甄璟堯 伊利沙伯中學 D100 
三等奬 陳開元 培僑中學 D056 
三等奬 呂俊鋮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D096 
三等奬 杜晉傑 伊利沙伯中學 D067 

 

  



 

地址 Address：新界葵涌工業街 10-14 號華發工業大廈（後座）10 樓 3 室  

Room 3, 10/F, Rear Block, Wah Fat Industrial Building, 10-14 Kung Yip Street, Kwai Chung, N.T. 

電話 Tel：(852) 2117 1725     傳真 Fax：(852) 8343 0677     網址 Web：www.hkhcm.org 

善德基金會 2021 年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5 月 15 日） 
獲獎名單 

2. 團體獎項 

獎項 小學組 中學組 

團體冠軍奬 聖若瑟小學 喇沙書院 

團體亞軍奬 喇沙小學 拔萃男書院 

團體季軍奬 英華小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團體優異奬 道教青松小學 香港培正中學 

團體優異奬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3. 校外數學教育導師獎   

最佳校外數學教育導師 

小學（6 名） 中學（7 名） 

朱威朗 聖若瑟小學 王志成 喇沙書院 

樂凱豪 聖若瑟小學 曾國棟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李小敏 喇沙小學 陳朗天 拔萃男書院 

梁慧雯 道教青松小學 鍾安平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蕭愛華 馬頭涌官立小學 郭展軒 拔萃男書院 

張振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李宏健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關旻浩 香港培正中學 

校外數學教育優秀導師 

小學（12名） 中學（11名） 

林昊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蔣路楓 伊利沙伯中學 

盧錦雄 英華小學 陳觀鈴 將軍澳官立中學 

宗鎮江 喇沙小學 朱善彤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張志成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鄭耀恒 聖言中學 

譚綺華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胡煒俊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胡翠瑜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關劍忠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潤安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方詠冬 伊利沙伯中學 

麥煒樂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陳舒淇 英華書院 

吳嘉瑤 海怡寶血小學 文榮德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鍾廷欣 德信學校 徐澤麟 港島民生書院 

李晉文 聖公會仁立小學 劉銘德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成子欣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