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05-2006 年度  數學科  校外參賽一覽表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德倩、謝翠珊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1 8-10-05(六)上午初賽 

15-10-05(六)上午決賽 

2005 全港學界大富翁爭霸戰 伯裘書院 元朗屏山南北路 20 號 

將軍澳新都城商場 

／自行 

家長 

梁志聰 

小學組初賽排名 11，進入決賽。 

決賽第一回合排名第 3 位 

(6L陳秋填、鄭依豪、張晉豪、何志榮) 

2 13-11-05(日)初賽 

27-11-05(日)決賽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 Rummikub 數字遊戲

大賽 

BABYBOOM 

兒童快報周刊 

啟思小學／自行 招惠玲 進入決賽(6W 張晉豪、洪駿鑫) 

傑出學校代表獎(6W 洪駿鑫) 

3 3-12-05(六)上午 聯校小學數學邀請賽 

(小四至小六)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自行 

謝翠珊 

梁志聰 

初級組冠軍 

(4W 邱津龍、劉鎮雄、譚子杰、麥駿) 

初級組亞軍 

(4W 盤沁翹、高詠雯、周晉鏗、鄺嘉杰) 

高級組季軍 

(6W 吳梓康、陳倩怡、陳黎鳴、蕭敬恒) 

4 7-1-06(六)上午預賽 

14-1-06(六)上午 

第一屆西貢區及將軍澳區小學數學比

賽 

香港城市大學科學及工程學院數

學系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港澳信義會

慕德中學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自行 

黃德倩 

梁志聰 

數學遊蹤冠軍 

(6W 吳梓康、文子傑) 

數學急轉彎季軍 

(6W 吳梓康、文子傑、洪駿鑫) 

全場殿軍 

(6W 吳梓康、文子傑、洪駿鑫) 

一等獎 

(5W 方琮瑋、梁晧誠、譚美怡、 

6W 吳梓康、文子傑、洪駿鑫) 

二等獎 

(6W 陳倩怡、梁詠欣、6L張晉豪) 

5 6-2-06(一)初賽 第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小五)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 

九龍灣啟禮道 12 號 

佛教慈敬學校 

黃德倩 

梁志聰 

／ 

6 12-2-06(日)上午 第十三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六組)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九龍城喇沙利道 18 號 

喇沙書院／校車($600) 

招惠玲 

梁志聰 

金獎(6W 文子傑) 

銅獎(6W 吳梓康、戴鉅翰、6L賴聯愷) 

7 18-2-06(六)初賽 

6-5-06(六)決賽 

 

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共 123 間學校參加】 

培正教育中心 初賽：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決賽：九龍加士居道 42 號

培正教育中心 

梁志聰 優異獎 

(5W 方琮瑋、6W 文子傑、吳梓康、洪駿鑫) 

16/10/2006更新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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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德倩、謝翠珊 

8 25-2-06(六)下午 第三十一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06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小六) 

【接近 5800 名學生參加】 

保良局 

民政事務總署 

保良局甲子年中學 

／自行 

招惠玲 個人總成績最佳一百二十名 

(6W 文子傑) 

計算競賽一等獎 

(6W 文子傑) 

計算競賽二等獎 

(6W 吳梓康、洪駿鑫、陳黎鳴、劉嘉穎、李

穎欣) 

計算競賽三等獎 

(6W 梁詠欣、陳倩怡、黎欣璟、6L 張晉豪、

陳秋填、6H 陳瑋麟) 

數學競賽一等獎 

(6W 文子傑、戴鉅翰) 

數學競賽二等獎 

(6W 洪駿鑫、羅健朗、陳黎鳴、6L陳秋填) 

數學競賽三等獎 

(6W 吳梓康、蕭敬恒、陳倩怡、6D 張國泳) 

總成績一等獎 

(6W 文子傑) 

總成績二等獎 

(6W 洪駿鑫、戴鉅翰、陳黎鳴、吳梓康、6L

陳秋填) 

總成績三等獎 

(6W 陳倩怡、羅健朗、劉嘉穎、梁詠欣、蕭

敬恒、6L張晉豪、6D 張國泳) 

9 25-2-06(六)下午 千人數獨終極戰(小三至小五) 新假期周刊 

愉景新城 

荃灣愉景新城 

／自行 

黃德倩 

梁志聰 

／ 

10 26-2-06(日)上午 2006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小四至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科技大學 

／自行 

謝翠珊 

梁志聰 

C 組(小三、小四)個人賽 

金獎(4W 何啟俊、劉鎮雄) 

銀獎(4W 麥駿、盤沁翹、譚子杰) 

B 組(小五、小六)個人賽 

金獎(6W 文子傑) 

銅獎(6W 洪駿鑫) 

11 11-3-06(六)下午 2006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大賽(小六) 

 

【共 41 間學校參加】 

靈糧堂秀德小學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東涌文東路 35 號 

靈糧堂秀德小學／自行 

謝翠珊 

梁志聰 

個人總成績亞軍(6W 文子傑) 

一等獎(6W 文子傑) 

二等獎(6W 陳倩怡、戴鉅翰、6L張晉豪) 

三等獎(6W 吳梓康、蕭敬恒、洪駿鑫、梁詠

欣、路希、羅健朗、6L黃頌賢、賴聯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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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德倩、謝翠珊 
12 12-3-06(日)下午 香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06 

(小四至小五) 

 

【個人賽參加者共 1629 人】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創思數學教育學會 

保良局甲子年中學 

／自行 

梁志聰 個人賽(小四) 

季軍(4W 劉鎮雄) 

傑出表現獎(4W 盤沁翹) 

優異狀(4W 邱津龍、麥駿、高詠雯、許筱筠) 

13 18-3-06(六)上午 第六屆伯裘盃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小六) 

伯裘書院 

匯知教育機構、毅智教育學會 

元朗屏山南北路 20 號 

伯裘書院／自行 

梁志聰 ／ 

14 16-3-06 至 20-3-06 2006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數學科)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本校 

 

/ 學科獎 

(4W 劉鎮雄、邱津龍) 

15 1-4-06(六)上午 勞校多元智能挑戰盃－奧數比賽 

(小五至小六) 

旺角勞工子弟中學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14 號 

旺角勞工子弟中學 

 

謝翠珊 小五組優異獎(5W 方琮瑋) 

小六組優異獎(6W 文子傑) 

16 8-4-06(六)上午 數學遊蹤比賽 2006 

(小六) 

 

【共 37 隊參加】 

西貢崇真天主教中學 西貢普通道 

西貢崇真天主教中學 

梁志聰 全場總冠軍 

(6W 文子傑、吳梓康、戴鉅翰、蕭敬恒、洪

駿鑫、路希、黄人傑、陳倩怡、陳黎鳴、劉

嘉穎、馮景鈺、梁詠欣、李芷恩、盤沁頣、

黃思雅、6L鄭依豪、黃頌賢、劉振誠、吳家

進、賴聯愷、陳秋填、陳敏鍶) 

17 8-4-06(六)下午 香港小學數學思維能力競賽 

(小六)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九龍灣宏照道 

天主教柏德學校 

 

梁志聰 三等獎 

(6W 洪駿鑫) 

18 23-4-06(日)上午 第十三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五組)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九龍城喇沙利道 18 號 

喇沙書院／校車($500) 

招惠玲 

梁志聰 

銅獎 

(5W 方琮瑋、羅景文) 

 

19 26-4-06 至 5-5-06 

3-6-2006(六)總決賽 

第一屆全港小學生數智“net”大賽 PLANETii 

兒童快報 

網上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梁志聰 進入總決賽 

(5L黃鎧琳、5W 黃添順) 

優異狀 

(1H 馮浩翔、1F 廖雯穎、1F 陳婷、1H 黃思

詠、2L歐芷維、2F 郭雋彥、2H 鄭煒崘、2H

蘇以婷) 

 今屆取消 第十六屆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  /  

 6-5-06(六)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06） 

(小六) 

教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委員會 

香港教育學院 
紅磡黃埔花園德安街 30 號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 【與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決賽日

期相同】 

 

P.3 

http://leungsir.sinacool.com/08AA15.htm
http://leungsir.sinacool.com/08AA18a.htm
http://leungsir.sinacool.com/08AA19.htm
http://leungsir.sinacool.com/08AA21a.htm
http://resources.emb.gov.hk/gifted/cmm/03third.htm
http://leungsir.sinacool.com/08AA11e.htm
http://leungsir.sinacool.com/08AA11e.htm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德倩、謝翠珊 
20 21-5-06(日)上午 二零零六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組) 

香港珠算協會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 

大埔安祥路十號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黃德倩 小三組 

優異獎 (3H 張銅軒、3W 鄭蘊琳、3F 陳展

堃、施家頌) 

小四組 

團體優勝獎 

一等獎 (4W 譚子杰) 

二等獎 (4W 邱津龍、何啟俊) 

三等獎 (4W 麥駿) 

優異獎 (4W 盤沁翹、周晉鏗、鄺嘉杰、4L

鄭凱聲、黃浩勤) 

小五組 

優異獎 (5W 羅景文、黃振興、呂浩賢) 

小六組 

優異獎 (6W 陳倩怡、6L黃頌賢) 

21 28-5-06 至 31-5-06 2006 國際初級數學邀請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印尼峇里島 家長 全場總冠軍 

隊際協作賽事冠軍 

個人賽金獎 

(6W 文子傑) 

22 10-6-06(六)上午 第 3 屆校際邏輯解難大賽 

(小三至小六) 

家庭學習協會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九龍彩虹邨藍鐘路 11 號 

家長 

梁志聰 

／ 

23 8-7-2006(六)上午 首屆＜希望杯＞小學數學邀請賽 

(小四至小六組)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會 柴灣小西灣道衛理中學 梁志聰 

黃德倩 

學校最佳培育獎 

小四組 

二等獎 (4W 盤沁翹、劉鎮雄) 

三等獎 (4W 邱津龍) 

優異獎 (4W 周晉鏗、梁覺羲) 

小五組 

三等獎 (5W 羅景文) 

優異獎 (5W 林政宇) 

小六組 

一等獎 (6W 文子傑) 

 暫定十二月 第三屆香港小學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小三組、小四組) 

國際數學珠算協會(香港) 

國際兒童教育有限公司 

九龍深水埗石硤尾街 58 號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  

 

學生自費$70 

學生自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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