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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年度

2006-2007 年度

2007-2008 年度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08-2009 年度 數學科 校外參賽一覽表

最近更新 29/6/2009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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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2008(六)
世 界 數 學 測 試 (2008 年 11 月份) 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 將軍澳毓雅里 8 號
家長 小學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雙優
15-11-2008(六)
試亞洲中心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
(6L 潘宇浩)
14:00 至 16:45
Trumptech 尊科(香港)有限 中學
公司
／自行
http://www.worldclassarena.hk

參加者：
陳朗熹(3L)、馮毓培(5L)、馬晧維(5L)、吳卓霖(4L)、 方浚恒(4L)、葉嘉偉(6L)、潘宇浩(6L)、蘇以婷(5H)、
曾懷恩(4L)、徐浩文(5H)、葉俊灝(3L)、葉安琪(5L)、盧怡穎(5L)、朱兆勤(4L)、陳明珠(4L)、鄭嘉琦(4L)

2 15-11-2008(六)
08:50 至 12:00

第三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 將軍澳調景嶺翠嶺路
(小五至小六)
學
38 號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 佛教正覺中學／自行
學系
參加者：
陳啟賢(6L)、潘宇浩(6L)、葉嘉偉(6L)、陳展堃(6L)、區浩文(6L)、張銅軒(6L)、
歐陽依彤(6L)、黃賀廉(6L)、盧怡穎(5L)、范凱然(5L)、鄭諾旻(5L)、洪卓穎(5L)

1

梁志聰 冠軍＋$500 書券
(6L 葉嘉偉、陳啟賢、潘宇浩、
陳展堃)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3 15-11-2008(六)
＜希望杯＞2008 國際數學競賽
15:00
(小三至小六) 頒 獎 典 禮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 灣仔摩利臣山院校禮
家長 【最佳培育獎】
會
堂
【最積極參與獎】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二等獎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2 字 202 ／自行
(5D 陳啟賢、葉嘉偉)
- 204 室
優異獎
(4D 馬晧維、徐浩文、盧怡穎、
5D 黃嘉健、陳幗翹、李佩雅、
5W 岑皓陽)

賴雲曦 亞軍
(6L 葉嘉偉)
優異獎
(6L 陳啟賢、黃嘉健)
參加者：盧怡穎(5L)、蔡梓晉(5L)、范凱然(5L)、鄭諾旻(5L)、陳詠詩(5L)、洪嘉怡(5L)、葉安琪(5L)、
洪卓穎(5L)、李家渭(5L)、吳衍聰(5L)、馮毓培(5L)、馬晧維(5L)、葉亮言(5L)、李佩雅(6L)、何俊
曦(6L)、陳幗翹(6L)、陳啟賢(6L)、黃嘉健(6L)、葉嘉偉(6L)、潘宇浩(6L)

4 29-11-2008(六)
08:30-10:00

2

勞校多元智能挑戰盃 2008―奧數 旺角勞工子弟中學
比賽(小五至小六)

何文田公主道 14 號
旺角勞工子弟中學／
校車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5 4-1-2009(日)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教育學院
家長 【小三團體總成績殿軍】
10:45-18:00
邀請賽 2009 (香港賽區)
／自行
特等獎
(小三至小六)
(6L 陳啟賢)
一等獎
(6L 潘宇浩、葉嘉偉、5L 盧怡穎、
參加者：
郭雋彥、4L 方浚恒、馬浚瑜、
歐陽浩榮(3D)、劉心(3D)、黃其鋒(3D)、林敬康(3H)、陳朗熹(3L)、陳灝俊(3L)
3D 黃其鋒、劉心、3H 林敬康、
方浚恒(4L)、鄺嘉彤(4L)、馬浚瑜(4L)、唐肇宏(4L)、黃俊昇(4L)、黃揚(4H)
郭思廷)
二等獎
徐浩文(5H)、郭雋彥(5L)、盧怡穎(5L)、馬晧維(5L)、吳衍聰(5L)、譚栢銘(5L)
(6L 李佩雅、陳展堃、陳幗翹、
陳展堃(6L)、陳啟賢(6L)、陳幗翹(6L)、李佩雅(6L)、潘宇浩(6L)、葉嘉偉(6L)
6H 何思宇、5L 范凱然、吳衍聰、
劉紫婷(3L)、李天浩(3H)、夏華仁(3F)、郭思廷(3H)、梁子穎(3W)、李皓民(3F)
鄭諾旻、葉安琪、徐浩文、葉亮
曾懷恩(4L)、陳凱欣(4L)、潘嘉淇(4L)、吳卓霖(4L)、沈依穎(4L)、鍾景毅(4L)、黃兆添(4L)、蔡家惠(4L)、
言、馬晧維、譚栢銘、5H 羅曉
陳明珠(4L)、鄭嘉琦(4L)、黃倩思(4L)、朱兆勤(4L)、歐陽穎琳(4L)、陳婷(4L)、黃倩思(4L)
東、4L 朱兆勤、吳卓霖、黃俊
董偉銘(5H)、羅曉東(5H)、范凱然(5L)、葉亮言(5L)、葉安琪(5L)、蔡梓晉(5L)、鄭諾旻(5L)、蘇以婷(5H)、
昇、蔡家惠、曾懷恩、歐陽穎琳、
李家渭(5L)、黃賀廉(6L)、黃嘉健(6L)、劉衍欣(6L)、何思宇(6H)、歐陽依彤(6L)、岑皓陽(6F)
鍾景毅、4H 黃揚、3L 陳朗熹、
陳灝俊、3D 歐陽浩榮)
三等獎
(6L 黃賀廉、劉衍欣、6F 岑皓陽、
5L 蔡梓晉、李家渭、5H 董偉銘、
蘇以婷、4L 鄺嘉彤、陳凱欣、
黃倩思、潘嘉淇、陳明珠、唐肇
宏、鄭嘉琦、沈依穎、陳婷、黃
兆添、3L 劉紫婷、3H 李天浩、
3F 李皓民、3W 梁子穎)
3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6 19-12-2008(五)初選 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小一至小 聰穎教育有限公司
10-1-2009(六)決賽 六)

7 17-1-2009(六)
09:00-13:00

全港十八區(西貢區)小學數學比
賽(小五至小六)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家中上網／
家長 中小組亞軍＋$300 書券
勞工子弟中學／自行
(3L 陳朗熹)
入圍獎
(6L 潘宇浩、3D 劉心)

香港浸會大學數學系及香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
港教育學系
中學／自行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家長

參加者：(6L 潘宇浩、葉嘉偉、陳啟賢、陳展堃、黃賀廉、黃嘉健、區浩文、張銅軒、區銘健)
【2009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於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舉辦聯合頒獎典禮】
第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小六)

8 8-2-2009(日)
09:00-11:30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九龍塘牛津道 1 號
東華三院黄笏南中學
／自行

參加者：

數學急轉彎亞軍
(6L 潘宇浩、葉嘉偉、陳啟賢)
數學遊蹤殿軍
(6L 葉嘉偉、陳啟賢)
全場總亞軍＋$450 書券
(6L 潘宇浩、葉嘉偉、陳啟賢)

梁志聰 金獎
(監考) (6L 葉嘉偉)
黃愛嫦 銀獎
(6L 陳啟賢、黃嘉健)
銅獎
(6L 陳幗翹)

陳展堃(6L)、陳啟賢(6L)、陳幗翹(6L)、李佩雅(6L)、潘宇浩(6L)、葉嘉偉(6L)
黃賀廉(6L)、黃嘉健(6L)、何思宇(6H)、施家頌(6F)、岑皓陽(6F)、劉衍欣(6L)、歐陽依彤(6L)
9 14-2-2009(六)
10:00-11:00

4

2009「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 香港科技大學／自行
【參賽資格：在 2008 年的「世界 試亞洲中心
數學測試」春季（即四月份舉行）Trumptech 尊科(香港)有限
或秋季（即十一月份舉行）的同一 公司
測試中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獲得
參加者：
優等成績之同學。】
陳啟賢(6L)、潘宇浩(6L)

家長

金獎
(6L 潘宇浩)
優異獎
(6L 陳啟賢)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10 15-2-2009(日)
200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09:30-14:45
《港澳盃》(小三至小六)

主辦機構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香港理工大學
家長 【港澳校際團體賽第七名】
金獎
／自行

參加者：
歐陽浩榮(3D)、劉心(3D)、林敬康(3H)、吳灝文(3L)、方浚恒(4L)、鄺嘉彤(4L)、黃揚(4H)、鍾景毅(4L)
徐浩文(5H)、盧怡穎(5L)、吳衍聰(5L)、葉亮言(5L)、陳啟賢(6L)、陳幗翹(6L)、潘宇浩(6L)、葉嘉偉(6L)
李皓民(3F)、林曉漫(3W)、吳智浩(3W)、李天浩(3H)、梁子穎(3W)、楊慧盈(3W)、陳明珠(4L)、朱兆勤(4L)、
黃倩思(4L)、陳婷(4L)、馬浚瑜(4L)、洪嘉怡(5L)、歐穎軒(5L)、冼欣盈(5L)、錢偉謙(5L)、葉安琪(5L)、范
凱然(5L)、李家渭(5L)、陳詠詩(5L)、蔡梓晉(5L)、蘇以婷(5H)、鄭諾旻(5L)、譚栢銘(5L)、郭芷婷(5L)、冼
欣盈(5L)、馬晧維(5L)、何思宇(6H)、黃嘉健(6L)、陳展堃(6L)、鄭蘊琳(6L)、劉衍欣(6L)、岑皓陽(6F)、施
家頌(6F)

5

(6L 陳啟賢、葉嘉偉、4L 馬浚瑜、
鄺嘉彤、3D 劉心、3H 林敬康)
銀獎
(6L 潘宇浩、陳幗翹、5L 鄭諾旻、
4L 朱兆勤、陳婷、鍾景毅)
銅獎
(6L 鄭蘊琳、陳展堃、劉衍欣、李
佩雅、6F 施家頌、5L 冼欣盈、蔡
梓晉、4H 黃揚、4L 陳明珠、方浚
恒、3W 林曉漫、3D 歐陽浩榮)
優異獎
(6H 何思宇、6F 岑皓陽、5L 馬晧
維、譚栢銘、范凱然、葉安琪、5H
徐浩文、3W 楊慧盈)
優良獎
(5L 郭芷婷、盧怡穎、葉亮言、錢
偉謙、4L 黃倩思、3F 李皓民、3H
李天浩、3W 梁子穎、3L 吳灝文)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11 28-2-2009(六)
第三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保良局
荃灣石圍角邨
梁志聰 總成績一等獎
14:00-17:00
2009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民政事務總署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6L 陳啟賢、葉嘉偉)
(小六)
／自行
總成績二等獎
(6L 陳幗翹、6F 岑皓陽)
總成績三等獎
(6L 潘宇浩、李佩雅、6H 何思宇)
參加者：
計算競賽一等獎
陳展堃(6L)、陳啟賢(6L)、陳幗翹(6L)、李佩雅(6L)、潘宇浩(6L)、葉嘉偉(6L)
(6L 陳啟賢、葉嘉偉)
何思宇(6H)、施家頌(6F)、岑皓陽(6F)、劉衍欣(6L)、歐陽依彤(6L)、鄭蘊琳(6L)
計算競賽二等獎
(6L 陳幗翹)
計算競賽三等獎
(6L 潘宇浩、李佩雅、6H 何思
宇、6F 施家頌)
數學競賽一等獎
(6L 陳啟賢、葉嘉偉)
數學競賽二等獎
(6L 陳幗翹、6F 岑皓陽)
數學競賽三等獎
(6L 潘宇浩、李佩雅)

6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12 1-3-2009(日)
「智慧小數苗」小學數學比賽
09:00-13:00
(小六)

主辦機構
台山商會中學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沙田圓洲角路 10 號
梁志聰 二等獎
(6L 葉嘉偉、陳啟賢)
台山商會中學
三等獎
(6L 黃嘉健)
優異獎
(6L 陳幗翹、潘宇浩)

參加者：
陳啟賢(6L)、陳幗翹(6L)、潘宇浩(6L)、葉嘉偉(6L)、黃嘉健(6L)
13 20-3-2009(五)

2009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數學科)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學生自費$40，共 266 人參加】
(小三至小六)

本校

14 28-3-2009(六)
09:00-13:00

第九屆伯裘盃全港及廣東省小學 伯裘書院
天水圍天華路 51 號
數學比賽
匯知教育機構、毅智教育學 伯裘書院／自行
(小六)
會
參加者：
陳啟賢(6L)、潘宇浩(6L)、葉嘉偉(6L)、黃嘉健(6L)

15 11-4-2009(六)

7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全國小學數學教改研究會 深圳／自行
決賽 200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

Medal Award 金獎：
(4L 馬浚瑜、6L 陳啟賢)
Subject Award 學科獎：
(3L 陳灝俊、4H 黃揚、6L 陳幗
翹、何俊曦)
High Distinction 最高榮譽獎：
14 人
Distinction 優異獎：37 人
Credit 優良獎：70 人
梁志聰 數學比賽
團體賽冠軍
(6L 陳啟賢、潘宇浩、葉嘉偉、
黃嘉健)
個人賽季軍
(6L 葉嘉偉)
個人賽優異
(6L 陳啟賢)
家長 二等獎
(4H 黃揚)
三等獎
(4L 方浚恒)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16 11-4-2009(六)
第十四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
10:00-11:30
年 數 學 邀 請 賽 (香 港 賽 區 )
(小六)

主辦機構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
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組織委員會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九龍觀塘振華道 81 號 家長 【團體首 30 名最佳成績】
福建中學／自行
三等獎
(6L 葉嘉偉)

參加者：陳啟賢(6L)、潘宇浩(6L)、葉嘉偉(6L)

一等獎
(3L 陳朗熹、3H 林敬康、6L 葉
嘉偉)
二等獎
(3L 陳灝俊、6L 陳啟賢)
三等獎
參加者：黃其鋒(3D)、吳智浩(3W)、陳朗熹(3L)、劉紫婷(3L)、吳灝文(3L)、陳灝俊(3L)、李天浩(3H)、
(3D 黃其鋒、3H 郭思廷、4L 馬
林敬康(3H)、郭思廷(3H)、劉俊銘(3F)、馬浚瑜(4L)、鍾景毅(4L)、黃倩思(4L)、李穎欣(5L)、5L 鄭諾旻、
浚瑜、5L 譚栢銘、鄭諾旻、蔡
譚栢銘(5L)、徐浩文(5H)、葉嘉偉(6L)、潘宇浩(6L)、陳啟賢(6L)
梓晉、5H 徐浩文)
優異獎
(3W 吳智浩、3L 吳灝文、4L 鍾
景毅、黃倩思、6L 潘宇浩)
參與獎
(3L 劉紫婷、3H 李天浩、3F 劉
俊銘、4L 鍾景毅、5L 李穎欣)
18 1-5-2009(五)
2009 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 國際兒童教育
油麻地海庭道 9 號
家長 二等獎
邀請賽
正統心算協會
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
(5L 蔡梓晉)
(小三至小六)
院(西九龍校園)
三等獎
【學生自費$150】
／自行
(5L 吳衍聰、葉安琪、4L 黃俊昇)
參加者：梁子穎(3W)、施展毅(3W)、黃慧寧(3F)、楊善棋(3F)、李卓軒(4D)、鄭嘉琦(4L)、黃俊昇(4L)、陳凱欣(4L)、 四等獎
(5L 馬晧維、譚栢銘、5H 蘇以
蔡家惠(4L)、吳卓霖(4L)、方浚恒(4L)、陳婷(4L)、陳明珠(4L)、唐肇宏(4L)、歐陽穎琳(4L)、吳卓曦(4H)、黃揚(4H)、
婷、4L 陳婷、蔡家惠、3W 梁子
何啓峰(4H)、李文軒(4F)、譚栢銘(5L)、洪卓穎(5L)、陳詠詩(5L)、葉安琪(5L)、馬晧維(5L)、葉亮言(5L)、蔡梓晉(5L)、 穎)
洪嘉怡(5L)、郭芷婷(5L)、盧怡穎(5L)、吳衍聰(5L)、錢偉謙(5L)、李弘樂(5L)、陳進洛(5L)、董偉銘(5H)、羅曉東(5H)、
蘇以婷(5H)、李弘樂(5H)、徐浩文(5H)、許倩宜(6L)、歐陽依彤(6L)、陳啟賢(6L)、區浩文(6L)、周綽淳(6L)、李佩雅(6L)
17 1-5-2009(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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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小三至小六組)
【學生自費$70】

香港珠算協會
九龍窩打老道 23 號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學會
會九龍會所
／自行

家長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19 9-5-2009(六)初賽 第 二 十 屆 全 港 小 學 數 學 比 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九龍油塘油塘道 23 號 梁志聰 【進入決賽首 60 名】
15:15-17:00
2009 (小六 )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特等獎(全港首 20 名)
30-5-2009(六)決賽
／自行
(6L 葉嘉偉)
12:30-17:30
三等獎
參加者：
(6L 陳啟賢)
陳啟賢(6L)、潘宇浩(6L)、葉嘉偉(6L)、陳展堃(6L)、黃嘉健(6L)、陳幗翹(6L)

20 10-5-2009(日)
09:00-11:30

第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小五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九龍城喇沙利道 18 號 梁志聰 銀獎
喇沙書院／自行
(監考) (5L 郭雋彥、5H 徐浩文)
招惠玲 銅獎
(6L 譚栢銘)

參加者：
盧怡穎(5L)、馬晧維(5L)、譚栢銘(5L)、徐浩文(5H)、郭雋彥(5L)、許卓峰(5H)、鄭諾旻(5L)、吳衍聰(5L)、
蔡梓晉(5L)、蘇以婷(5H)、葉亮言(5L)、馮毓培(5L)、陳詠詩(5L)、洪嘉怡(5L)、李家渭(5L)
21 4-7-2009(六)
10:45-11:45
【延期至九月】

2009 年＜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 本校
(小三至小六)
會
601、602、603 室
【學生自費$85】

／

參加者：
黃其鋒(3D)、羅志恆(3D)、劉心(3D)、吳智浩(3W)、陸嘉豪(3W)、楊慧盈(3W)、梁子穎(3W)、吳灝文(3L)、劉紫婷(3L)、薛慶海(3L)、
陳灝俊(3L)、陳朗熹(3L)、郭思廷(3H)、李天浩(3H)、林敬康(3H)、劉俊銘(3F)、李皓民(3F)、黃慧寧(3F)、楊善棋(3F)、馬浚瑜(4L)、
陳明珠(4L)、唐肇宏(4L)、沈依穎(4L)、蔡家惠(4L)、歐陽穎琳(4L)、方浚恒(4L)、黃俊昇(4L)、吳卓霖(4L)、曾懷恩(4L)、黃倩思(4L)、
黃揚(4H)、馬晧維(5L)、冼欣盈(5L)、范凱然(5L)、吳衍聰(5L)、葉亮言(5L)、陳詠詩(5L)、譚栢銘(5L)、蔡梓晉(5L)、李家渭(5L)、盧
怡穎(5L)、鄭諾旻(5L)、李穎欣(5L)、蘇以婷(5H)、徐浩文(5H)、董偉銘(5H)、陳啟賢(6L)、葉嘉偉(6L)、陳展堃(6L)、潘宇浩(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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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22. 4-7-2009(六)
2009 年格蘭扳字數學比賽(小學
組)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學校網 香港中文大學
家長 中級組優異獎
絡
(3D 黃其鋒)

由於停課關係，是次比賽之決賽日會取消，名次則以初賽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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