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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年度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11-2012 年度  數學科  校外參賽一覽表 

負責老師：韓文德、招惠玲、梁志聰、黃愛嫦、楊惠珍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去

年

度 

5-8-2011(五) 

 

2011 澳洲數學比賽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

學會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

院 

家長 HIGH DISTINCTION 

(6H 陳朗熹) 

DISTINCTION 

(6H 陳朗熹、劉心) 

CREDIT 

(6H 陳灝俊) 

 

去

年

度 

15-5-2011(日) 

09:30-10:30 

21-5-2011(六) 

09:00-10:00 

頒獎典禮 

13-11-2010(日) 

＜希望杯＞2011 國際數學競賽 

(小四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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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澳彩明苑彩明街

7 號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自行 

家長 【最佳培育獎】 

一等獎 

(5W 劉心、雷逸童) 

二等獎 

(5W 陳朗熹、林敬康、4W 崔諾

恒) 

三等獎 

(5W 陳灝俊、4W 葉希彤) 

優異獎 

(5W 黃其鋒、吳智浩、6W 黃倩

思) 

 

1 預賽

29-10-2011(六) 

09:30-10:30 

第六屆2011《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學生

自費$100】 

 (小一至小六)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

學會 

預賽地點：本校 

 

 

招惠

玲 

監考 

 

 

 

 

最近更新 30/5/2012 

http://leungsir.sinacampus.com/comp_table0708.doc
http://leungsir.sinacampus.com/comp_table0809.doc
http://leungsir.sinacampus.com/comp_table0910.doc
http://leungsir.sinacampus.com/comp_table1011.doc
http://www.xiwanbei.com/
http://www.hkomaths.com/
http://www.hkomath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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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 

10-12-2011(六) 

09:30-11:00 

決賽：【學生自費$300】 決賽地點：香港能仁

書院 

香港能仁書院 

 

家長 

金獎 

（2L 洪高源） 

銀獎 

（5H 郭晉皓） 

銅獎 

（2L 邱梓霖、2F 麥哲銘、4H

陳冠毅、6H 陳灝俊） 

2. 17-12-2011(六) 

09:00-12:00 

全港十八區(西貢區)小學數學比賽(小五至小

六) 

http://www.tkogss.edu.hk/default_c.asp?Numbers=10100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

系 

將軍澳官立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自行 

招惠

玲 

 

【全場總冠軍】 

(6H 陳朗熹、劉心、林敬康) 

【全場總亞軍】 

(6H 許綽軒、黃其鋒、郭銘灃) 

【數學急轉彎全港季軍】 

【全港十八區總殿軍】 

西貢區急轉彎冠軍（6H陳朗

熹，劉心，林敬康） 

西貢區數學解難亞軍（黃其

鋒，郭銘灃） 

西貢區數學解難季軍（陳朗

熹，劉心） 

西貢區智多星冠軍(6H許綽軒) 

西貢區智多星亞軍(6H劉林敬

康) 

西貢區【全場冠軍】(6H陳朗

熹、劉心、林敬康) 

西貢區【全場亞軍】(6H許綽

軒、黃其鋒、郭銘灃) 

金獎：6H陳朗熹、劉心、林敬

康、許綽軒、黃其鋒、郭銘灃 

優異獎：5H郭晉皓、崔諾恆、

呂健偉 

 

http://www.tkogss.edu.hk/default_c.asp?Numbers=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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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012(日) 

上午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2(香港賽區) 

(小一至小六) 

 

 

http://www.ohgood.cn/html/20120110/ 

(13-2-2012 公佈晉級賽結果：需自費$250) 

獲獎情況查詢系統網址（只給學生個別查

詢）： 

http://www.hkmo.cc/hkmo/search.php  

 
 

（8-4-2012「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決

賽 2012：需自費$980)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理工大學 

／自行 

家長 【小學團體總成績第九名】 

小學六年級團體第八名 

小學四年級團體第十名 

小學二年級團體第七名 

特等獎 

(6H 陳朗熹) 

一等獎 

(6H 陳灝俊、林敬康、劉心、陸

嘉豪、許綽軒、施展毅、5H 崔

諾恒、葉希彤、5F 王耀彬、4H

朱梓瑋、張鋮、4F 徐誌鍵、3H

楊倬亦、2W 黃希鴻、2L 洪高

源、莊鈁晴) 

二等獎 

(6H 蔡嘉濠、楊善棋、郭銘澧、

黃其鋒、吳智浩、雷逸童、6F

歐陽浩榮、5H 郭晉皓、陳宇

謙、林晉豪、5F 洪樂天、5L 曾

思勇、4H 周上仁、吳啟鋒、丘

梓晞、4F 文雪瑩、3F 賴卓楠、

3L 簡善衡、黃裕瑛、2L 邱梓

霖、2H 李卓諺、2W 蔡彥熙、

吳慧楨、1W 許綽倫、1D 蘇珉

樅、1F 黃天朗) 

三等獎 

(6H 李紅潔、林思恩、6F 梁子

穎、5H 鄧穎茵、譚穎欣、呂健

瑋、吳禧兒、游智霖、黃天韻、

5F 陸冠山、5W 胡嘉城、3H 黃

珈諺、2F 曾泓曦、1L 錢偉羲、

1D 梁臻晞) 

http://www.ohgood.cn/html/2011/
http://www.ohgood.cn/html/2011/
http://www.ohgood.cn/html/20120110/
http://www.hkmo.cc/hkmo/search.php
http://www.hkm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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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六：

12-2-2012(日) 

09:00~11:30 

小五： 

6-5-2012（日） 

09:00~11:30 

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六及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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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

聰監

考) 

 

(楊惠

珍監

考) 

金獎：6H 林敬康、陳朗熹、劉

心、陳灝俊 

銀獎：6H 陳昀 

銅獎：6H 陸嘉豪、雷逸童、許

綽軒、6F 歐陽浩榮 

銀獎：5H呂健瑋、黃兟 

銅獎：5H林凱瑤、林晉豪 

5. 3-3-2012（六） 

14:00~ 17:00 

第三十七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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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成績一等獎：6H 林敬康、劉

心、陳灝俊、陳朗熹 

6. 17-3-2012(六) 

09:00-12:00 

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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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惠

玲 

 

優異獎：6H 程思惠、文翠欣、

楊善棋、林思恩 

7 17-3-2012 國際數學營- 香港區選拔賽 2012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家長 

 

陳朗熹：最好成績的頭十五位 

8. 18-3-2012（日） 

上、下午 

2012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小

一至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香港柴灣翠灣街翠

灣邨) 

韓文

德 

全港小學團體總成績：第七名 

全港小學六年級團體成績：第

十名 

全港小學五年級團體成績：第

八名 

全港小學四年級團體成績：第

五名 

全港小學二年級團體成績：第

五名 

全港小學一年級團體成績：第

九名 

金獎： 

http://www.hkmos.org/main/index.html
http://edu.poleungkuk.org.hk/match/primarymaths/
http://www.hkm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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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黃希鴻 

4H朱梓瑋  金獎(全港第六

名)、周上仁、張鋮、 

陳冠毅  

5H郭晉皓、崔諾恆、吳禧兒、

林晉豪 、5L曾思勇 

6H陳朗熹、陳灝俊、郭銘灃 

銀獎： 

1L錢偉羲、1D 蘇珉樅、1W許

綽倫 

2H李卓諺 、2L洪高源、邱梓

霖、2F莊鋮浚 

3H 楊倬亦 

4H 丘梓希、蕭健恒、吳啟鋒、

4F文雪瑩 

5H呂健瑋、李昭穎、陳宇謙、

葉希彤、5F陸冠山 

6H 林敬康、陸嘉豪、許綽軒、

劉心、施展毅、陳昀、6F歐陽

浩榮 

銅獎： 

1W葉朗希 

3L簡善衡、3F董嘉晟 

5H游智霖、曹天怡、黃天韻、

5F陳湘嵐 

9. 21-4-2012(六) 

10:00-11:45 

第十七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

請賽 (香港賽區 ) 

http://www.hcm.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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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中年級組：團體亞軍 

（4H朱梓瑋、周上仁、呂東洋） 

二等獎： 

4H朱梓瑋、周上仁 

6H 劉心 

 

http://www.hcm.org.hk/


6 

10 5-5-2012(六) 

13:00-16:00 初賽 

19-5-2012(六) 

12:30-16:30 決賽 

17:00-17:45 頒獎 

第二十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2 

(小五至小六) 

【報名費用$250】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

學（油塘） 

黃愛

嫦 

初賽成績： 

新界東亞軍（獎杯乙座） 

特等獎：陳朗熹（獎牌乙座）

二等獎：劉心、陳灝俊、林敬  

康、陸嘉豪（獎狀乙張） 

三等獎：陳昀（獎狀乙張） 

 6-5-2012（日） 

09:00~11:30 

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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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惠

珍 

銀獎：5H 呂健瑋、黃兟 

銅獎：5H 林凱瑤、林晉豪、陸

冠山 

11 19-5-2012(六) 《2011-12 年度全港小學網上數學比賽》決賽 香港中文大學  家長 

 

亞軍：5H 崔諾恆 

優異獎：6H 劉心 

 

http://www.hkptu.org/_academic/maths/
http://www.hkptu.org/_academic/maths/index.htm
http://www.hkmos.org/main/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