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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09-2010 年度  數學科  校外參賽一覽表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翁淦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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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2009(六) 

14:00 至 15:00 

＜希望杯＞2009國際數學競賽 

(小三至小六)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

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號長利商業大廈2字202 

- 204室 

本校 

601、602、603室 

(監考) 

梁志聰 

【最佳培育獎】 

【最積極參與獎】 

三等獎 

(6D徐浩文、4F劉心) 

優異獎 

(6F馬晧維、吳衍聰、5F馬浚瑜、

蔡家惠、5D黃揚、4F陳朗熹 

2 20-11-2009(五)初選 

12-12-2009(六)決賽 

第二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小一至小六) 

 

 

 

聰穎教育有限公司 家中上網／ 

勞工子弟中學／自行 

家長 優異獎 

(4F陳朗熹) 

入圍獎 

(4F林敬康、黃其鋒、2D鄭筠筵) 

3 11月 「世界數學測試」(World Class Arena) 

【學生自費每科$380】 

 

 

 

Trumptech 尊科(香港)有限

公司 

／自行 家長 小學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雙優 

(5F馬浚瑜) 

4 5-12-2009(六) 

09:00 至 12:00 

第四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優異獎(小五至小六)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

學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

學系 

 

 

 

將軍澳調景嶺翠嶺路

38號 

佛教正覺中學／自行 

 

梁志聰 優異獎 

(5F馬浚瑜、蔡家惠、歐陽穎琳、

陳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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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翁淦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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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2009(六) 

09:00-13:00 

全港十八區(西貢區)小學數學比

賽(小五至小六)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

中學／自行 

梁志聰 全場總殿軍 

(6F郭雋彥、譚栢銘、6D徐浩文) 

數學急轉彎殿軍 

(6F郭雋彥、譚栢銘、6D徐浩文) 

銀獎 

(6F郭雋彥、譚栢銘、6D徐浩文) 

銅獎 

(5F馬浚瑜、沈依穎、歐陽穎琳) 

優異獎 

(6F范凱然、洪卓穎、鄭諾旻、

蔡梓晉、馬晧維、6D許卓峰) 

6 23-12-2009(三) 

13:00-17:00 

第一屆「維迪馬騮仔」數學比賽 

(小三至小六) 

 

Math Monkey (Hong Kong) 

Limited 

沙田馬鞍山錦英路 2

號 

明愛馬鞍山中學 

／自行 

家長 【最積極學校參與銀獎】 

一等獎 

(6F盧怡穎、錢偉謙、4F陳朗熹、

林敬康、劉心、5D黃揚、5F馬

浚瑜) 

二等獎 

(6D羅曉東、徐浩文、董偉銘、

6F蘇以婷、吳衍聰、葉安琪、蔡

梓晉、馬晧維、譚栢銘、5F黃倩

思、3W 源禮軒) 

三等獎 

(6F李家渭、范凱然、郭芷婷、

5F方浚恒、蔡家惠、朱兆勤、陳

明珠、陳婷、曾懷恩) 

優異獎 

(5F鄺嘉彤、沈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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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3月 14日（星期日）7:00pm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

會綜藝館舉行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聯合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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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翁淦堃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7 1-1-2010(五) 

09:00-16:15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0 (香港賽區) 

(小三至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理工大學 

／自行 

家長 一等獎 

(6F郭雋彥、盧怡穎、6D徐浩

文、5F朱兆勤、鍾景毅、4F陳

朗熹、林敬康、陸嘉豪、劉心、

陳灝俊、吳智浩、3H曾思勇) 

二等獎 

(6F蘇以婷、蔡梓晉、5F黃倩思、

吳卓霖、黃兆添、歐陽穎琳、鄭

嘉琦、鄺嘉彤、方浚恒、馬浚瑜、

4F施展毅、雷逸童、楊善棋、林

思恩、梁子穎、郭思廷、3D吳

禧兒、黃兟、3F鄭嘉瀅、3H黃

天韻、3L林晉豪、3W 游智霖、

呂健瑋、2H吳啟鋒) 

三等獎 

(6F范凱然、吳衍聰、譚栢銘、

葉亮言、馬晧維、郭芷婷、李家

渭、6D董偉銘、5D黃揚、5F

唐肇宏、陳明珠、4F程思惠、朱

晧宏、李天浩、李皓民、黃其鋒、

楊慧盈、劉曉敏、歐陽浩榮、3D

洪樂天、吳禧兒、3H王耀彬) 

 

8 17-1-2010(日) 

09:00-11:30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九龍城喇沙利道 18號 

喇沙書院／自行 

 

家長 

(監考) 

賴雲曦 

銀獎 

(6F譚栢銘、郭雋彥) 

銅獎 

(6F盧怡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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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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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翁淦堃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9 6-3-2010(六) 

14:00-17:00 

第三十五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0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小六) 

保良局 

民政事務總署 

保良局甲子年中學 

／自行 

家長 計算競賽二等獎 

(6F蔡梓晉、譚栢銘、郭雋彥、

吳衍聰) 

計算競賽三等獎 

(6F馬晧維、蘇以婷、6D徐浩文) 

數學競賽二等獎 

(6F郭雋彥) 

數學競賽三等獎 

(6F盧怡穎、譚栢銘、吳衍聰、

6D徐浩文) 

總成績二等獎 

(6F郭雋彥、譚栢銘、吳衍聰、

蔡梓晉) 

總成績三等獎 

(6D徐浩文、6F馬晧維、盧怡穎) 

10 13-3-2010(六) 

09:00-12:00 

小學聯校數學活動日暨邀請賽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九龍觀塘曉明街 28號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自行 

梁志聰 優異獎 

(6F盧怡穎、范凱然、蘇以婷、

洪卓穎) 

優異獎 

(5F馬浚瑜、沈依穎、歐陽穎琳、

陳明珠) 

11 20-3-2010(六) 

 

第十屆伯裘盃粵港澳小學網上速

算挑戰賽 

(小五、小六) 

伯裘書院 

匯知教育機構、毅智教育學

會 

天水圍天華路 51號 

伯裘書院／自行 

 

黃愛嫦 團體賽亞軍 

(6F郭雋彥、譚栢銘、蔡梓晉、

6D徐浩文) 

個人賽亞軍 

(6F蔡梓晉) 

12 4-4-2010(日)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

克決賽 2010 

全國小學數學教改研究會 

 

深圳／自行 家長 

 

一等獎 

(5F朱兆勤) 

三等獎 

(4F施展毅、5F陳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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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u.poleungkuk.org.hk/match/primarymaths/
http://www.pakkau.edu.hk/newsItem/view.action?id=2564
http://www.pakkau.edu.hk/newsItem/view.action?id=2564


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翁淦堃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13 10-4-2010(六) 

10:00-11:30 

第十五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

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賽區 ) 

(小六)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

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組織委員會  

 

九龍觀塘振華道 81號 

福建中學／自行 

梁志聰 三等獎 

(6F譚栢銘) 

14 24-4-2010(六) 

10:00-12:00 

2010第 7屆香港解難奧林匹克 

 

家庭學習協會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

學 

匯基書院(東九龍) 

家長 小四組金獎 

(4F劉心) 

 

15 25-4-2010(日) 

09:00-16:30 

2010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小三至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理工大學 

／自行 

家長 

 

金獎 

(6D徐浩文、6F盧怡穎、5F方

浚恒、馬浚瑜、朱兆勤、鄭嘉琦、

4F陳朗熹、劉心、林敬康、3D

崔諾恒、3W 游智霖) 

銀獎 

(6F范凱然、郭芷婷、葉亮言、

譚栢銘、吳衍聰、郭雋彥、5F

陳明珠、蔡家惠、陳婷、鍾景毅、

黃倩思、鄺嘉彤、5D袁浩軒、

何啟峰、4F陸嘉豪、雷逸童、蔡

嘉濠、歐陽浩榮、許綽軒、吳智

浩、3H黃天韻、曾思勇、郭晉

皓、3F葉希彤、3D吳禧兒、譚

穎欣、3W 呂健瑋) 

銅獎 

(6F馬晧維、李家渭、蔡梓晉、

鄭諾旻、冼欣盈、5F吳卓霖、黃

兆添、唐肇宏、4F施展毅、林思

恩、4D劉俊銘、3F鄭嘉瀅、3H

王耀彬、3L林晉豪、陳湘嵐、

3W 張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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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cm.org.hk/doc/hcmhk15_Resul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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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翁淦堃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16 1-5-2010(六) 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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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香港珠算協會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

學會 

九龍窩打老道 23 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九龍會所六樓 

／自行 

家長 一等獎 

(4F陳朗熹) 

二等獎 

(5F黃倩思、方浚恒) 

三等獎 

(4F吳智浩、5F沈依穎、唐肇宏、

6F徐浩文) 

優異獎 

(4F黃其鋒、5F吳卓霖、黃兆添、

6D董偉銘、6F馬晧維、錢偉謙) 

參與獎 

(3D洪樂天、5F曾懷恩、6F盧

怡顈) 

17 2-5-2010(日) 

 

2010年香港珠心算、數學精英杯

暨世界城市杯三算選拔賽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青年會專業書院 

國際珠算數學聯合會 

香港教育推展中心 

／自行 家長 

 

四年級數學組總冠軍 

(4F劉心) 

五年級數學組金獎 

(5F方浚恒) 

18 9-5-2010(日) 

09:00-11:30 

第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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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 

喇沙小學／自行 

 

 

家長 

(監考) 

翁淦堃 

銀獎 

(5F馬浚瑜、朱兆勤) 

銅獎 

(5D黃揚) 

19 16-5-2010(日) 

09:00-15:15 

2010年第六屆“亞洲杯”奧數之星

創新思維初賽(香港賽區) 

(小三至小六) 

【學生自費$80】 

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學

會 

香港卓朗教育中心 

九龍樂善道 161號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自行 

 

 

家長 二等獎 

(4F劉心) 

三等獎 

(6F蔡梓晉、6D徐浩文、5F馬

浚瑜、4F黃其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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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梁志聰、招惠玲、黃愛嫦、賴雲曦、翁淦堃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20 21-5-2010(五) 

09:00-13:00 

2010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

邀請賽 

(小三至小六) 

【學生自費$160】 

正統心算協會 沙田大涌橋路 34-36

號 

麗豪酒店一樓聚賢廳 

／自行 

 

家長 三等獎 

(6F蔡梓晉) 

四等獎 

(6F吳衍聰、蘇以婷) 

 

21 10-7-2010(六) 

10:45-11:45 

＜希望杯＞2010國際數學競賽 

(小三至小六) 

【學生自費$95】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

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號長利商業大廈2字202 

- 204室 

本校 

601、602、603室 

(監考) 

梁志聰 

【最佳培育獎】 

【最積極參與獎】 

一等獎 

(3D崔諾恒) 

三等獎 

(3D黃兟、4F劉心、郭思廷、林

敬康) 

優異獎 

(3D譚穎欣、3L林晉豪、3H林

凱瑤、3F葉希彤、4F黃其鋒、

陸嘉豪、陳朗熹、陳灝俊、5D

黃揚、5F陳婷) 

22 5-8-2010(四) 

10:00-11:00 

2010澳洲數學比賽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

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號長利商業大廈2字202 

- 204室 

九龍慈雲山蒲崗村道

171號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

院／自行 

 

家長 PRIZE 

(5W 陳朗熹) 

DISTINCTION 

(5W 林敬康、劉心、6W 黃揚) 

CREDIT 

(5W 陸嘉豪、6W 蔡家惠、朱兆

勤、方浚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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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tiveabacus.com.hk/index1.asp
http://www.xiwanbei.com/
http://www.xiwanbe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