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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12-2013 年度  數學科  校外參賽一覽表 

負責老師：吳嘉成、招惠玲、梁志聰、黃愛嫦、陳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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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2012(五)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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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DIT 

 (6w 陸冠山) 

1 預賽

3-11-2012(六) 

09:30-10:30 

決賽 

15-12-2012(六) 

09:30-11:00 

第七屆2012《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學

生自費$100】(小一至小六) 

 

決賽：【學生自費$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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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賽地點：將軍澳 

招惠玲 

監考 

 

 

※個人成績見註 1 

 

 

銀獎： 

3L 邱梓霖 

三等獎： 

4D 簡善衡 

優異獎： 

5D 吳奇翰、5D 周尚

霖、5W 梁峻深、4D

趙朗希、4D 馮沛

穎、4D 董嘉晟、3W

洪高源、3D 曹穎

儀、1L 馮朗研 

2. 15-12-2012(六) 

09:00-12:00 

全港十八區(西貢區)小學數學比賽(小五

至小六) 

 

將軍澳中學 

http://www.tkogss.edu.hk/default_c.asp?Nu

mb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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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急轉彎： 

殿軍（6D 呂健瑋、

郭晉皓、6W 陸冠山） 

創意解難： 

季軍（6D 郭晉皓、

林晉豪） 

數學智多星 

亞軍（6D 崔諾恒） 

 

全場總殿（6D 呂健

最近更新 7/6/2013 

http://www.hkomaths.com/
http://www.tkogss.edu.hk/default_c.asp?Numbers=10100
http://www.tkogss.edu.hk/default_c.asp?Numbers=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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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崔諾恒、6W 陸

冠山） 

 

3 1-1-2013(日) 

上、下午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3(香港賽區) 

(小一至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李惠利分校） 

將軍澳景嶺路 3 號 

 

家長 小學團體總成績： 

全港第七名 

小學三年級團體： 

全港第七名 

小學五年級團體： 

全港第六名 

※個人成績見註 2 

 

4. 小六：

20-1-2013(日) 

09:00~11:30 

 

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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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浩然監考) 

 

 

金獎：6D 崔諾恒 

銀獎：6D 林晉豪、

葉希彤、林凱

瑤 

銅獎：6W 陸冠山 

5. 2-3-2013（六） 

14:00~ 17:00 

第三十八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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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際賽成績： 

計算競賽－優異獎 

計算競賽一等獎： 

6D 崔諾恒 

計算競賽二等獎： 

6D 呂健瑋、郭晉皓

6W 陸冠山 

計算競賽三等獎： 

6D 林晉豪、黃兟 

數學競賽三等獎： 

6D 崔諾恒、6W 陸冠

山 

總成績二等獎： 

6D 黃兟 

http://www.hkmo.com.hk/
http://www.hkmos.org/main/index.html
http://edu.poleungkuk.org.hk/match/primarym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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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成績三等獎： 

6D 呂健瑋、郭晉皓、 

林晉豪 

6. 3-3-2013（日） 

上、下午

（09:00~16:1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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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李惠利分校） 

將軍澳景嶺路 3 號 

 

家長 

 

小學團體總成績： 

全港第十二名 

小學五年級團體： 

全港季軍 

※個人成績見註 3 

 

7 9-3-2013 勞校 60 周年校慶活動奧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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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嘉成 

 

小六組亞軍：6D 崔

諾恒，優異獎：6D

陳宇謙 

小五組優異獎：5D

周上仁、朱梓瑋、陳  

冠毅、張鋮、蕭健恒 

8. 13-4-2013(六) 

09:00-12:00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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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軍：6D 崔諾恒、

林晉豪、林凱瑤、郭

晉皓 

季軍：5D 周上仁、

陳冠毅、張鋮、蕭健

恒 

9 20-4-2013(六) 

10:00-11:30 

第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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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 三等獎：5D 周上仁 

10 28-4-2013（日） 

09:00-11:30 

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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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聰監考) 

金獎：5D 周上仁 

銀獎：5D 朱梓瑋、

陳冠毅、張鋮 

銅獎：5D 吳奇翰 

http://www.hkmo.com.hk/
http://www.hcm.org.hk/
http://www.hkmos.org/ma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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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5-2013 (六) 

13:30-16:00 初賽 

25-5-2013 (六) 

12:30-16:30 決賽 

17:00-17:45 頒獎 

第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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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嘉成 

初賽：  

二等獎：5D 周上

仁、朱梓瑋、6D 崔

諾恒、郭晉皓 

三等獎：6D 陳宇謙 

12. 20-3-2013(五) 2013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數學科)比賽 

【學生自費$50，共 167 人參加】 

(小三至小六)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本校  Medal Award 金獎： 

5D 朱梓瑋 

High Distinction最高

榮譽獎： 

6 人 

Distinction 優異獎：

30 人 

Credit 優良獎：45 人 

13. 5-7-2013（五） 

14:00~16:00 

2013「數學擂台」 迦密主恩中學 迦密主恩中學 家長 

 

5D 周上仁、陳冠

毅、張鋮、蕭健恒、 

吳奇翰、朱梓瑋、周

尚霖、呂東洋 

 

註 1：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個人成績 

http://www.hkptu.org/_academic/maths/
http://www.hkptu.org/_academic/math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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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獲獎名單 

馮朗研（1L） 銅獎 

鄭尚弦（1D） 銅獎 

 

二年級獲獎名單 

余子鏗（2H） 優異獎 

蘇瑉樅（2D） 優異獎 

錢偉羲（2F） 優異獎 

 

 

三年級獲獎名單 

洪高源（3W） 銀奬 

邱梓霖（3L） 銅奬 

莊鋮浚（3W） 優異獎 

翟葦琦（3L） 優異獎 

李卓諺（3D） 優異獎 

曹穎儀（3D） 優異獎 

四年級獲獎名單 

簡善衡（4D） 銅奬 

趙朗希（4D） 優異獎 

董嘉晟（4D） 優異獎 

馮沛穎（4D） 優異獎 
 

五年級獲獎名單 

周上仁（5D） 金奬 

周尚霖（5D） 銀奬 

吳奇翰（5D） 銅奬 

張鋮（5D） 優異獎 

陳冠毅（5D） 優異獎 

梁峻深（5W） 優異獎 

六年級獲獎名單 

崔諾恒（6D） 銀奬 

郭晉皓（6D） 銅奬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個人成績 

一年級獲獎名單 

馮朗研（1L） 優異獎 

三年級獲獎名單 

洪高源（3W） 優異獎 

邱梓霖（3L） 銀奬 

曹穎儀（3D） 優異獎 
 

四年級獲獎名單 

簡善衡（4D） 優異獎 

趙朗希（4D） 優異獎 

董嘉晟（4D） 優異獎 

馮沛穎（4D） 優異獎 
 

五年級獲獎名單 

周尚霖（5D） 優異獎 

吳奇翰（5D） 優異獎 

梁峻深（5W）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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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3(香港賽區) 個人成績 

姓名 獎項 姓名 獎項 姓名 獎項 

黃      兟（6D） 一等獎 簡  善  衡（4D） 二等獎 藍  希  文（2D） 一等獎 

崔  諾  恆（6D） 一等獎 趙  朗  希（4D） 二等獎 錢  偉  羲（2F） 一等獎 

郭  晉  皓（6D） 一等獎 董  嘉  晟（4D） 二等獎 蘇  珉  樅（2D） 二等獎 

林  晉  豪（6D） 二等獎 韓  浩  東（4D） 三等獎 黃  天  朗（2W） 二等獎 

陸  冠  山（6W） 二等獎 黃  裕  瑛（4D） 三等獎 許  綽  倫（2W） 三等獎 

王  耀  彬（6W） 三等獎 馮  沛  穎（4D） 三等獎 劉  竣  皓（2L） 三等獎 

葉  希  彤（6D） 三等獎 賴  卓  楠（4W） 三等獎 梁  臻  晞（2F） 三等獎 

游  智  霖（6D） 三等獎 楊  倬  亦（4W） 三等獎   

      

周  上  仁（5D） 一等獎 洪  高  源（3W） ＊特等獎 王  仁  正（1F） 二等獎 

朱  梓  瑋（5D） 一等獎 莊  鋮  浚（3W） 二等獎 鄭  卓  源（1F） 二等獎 

吳  奇  翰（5D） 一等獎 莊  鈁  晴（3L） 二等獎 高  鈞  妍（1F） 三等獎 

陳  冠  毅（5D） 一等獎 邱  梓  霖（3L） 二等獎 鄭  仲  騏（1H） 三等獎 

張      鋮（5D） 二等獎 黃  希  鴻（3F） 二等獎 林       燁（1H） 三等獎 

徐  誌  鍵（5F） 二等獎 李卓諺（已退學） 三等獎 黃  渟  僖（1H） 三等獎 

蕭  健  恒（5D） 三等獎   李  家  儀（1D） 三等獎 

黎  祐  禎（5W） 三等獎     

吳  卓  楓（5W）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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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2013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小一至小六) 

個人獎項 

J.1 獎項 J.2 獎項 

鄭仲騏 1H 銀獎 黃天朗 2W 銀獎 

李家儀 1D 銀獎 蘇珉樅 2D 銀獎 

馮朗研 1L 銅獎 錢偉羲 2F 銀獎 

林燁 1H 銅獎 許綽倫 2W 銅獎 

 

J.3 獎項 J.4 獎項 

黃希鴻 3F 金獎 趙朗希 4D 金獎 

洪高源 3W 金獎 董嘉晟 4D 銀獎 

  馮沛穎 4D 銀獎 

  劉穎霖 4D 銀獎 

莊鈁晴 3L 銀獎 楊倬亦 4W 銅獎 

  簡善衡 4D 銅獎 

 

J.5 獎項 J.6 獎項 

陳冠毅 5D 金獎 崔諾恆 6D 金獎 

徐誌鍵 5W 金獎 呂健瑋 6D 金獎 

周上仁 5D 銀獎 郭晉皓 6D 銀獎 

朱梓瑋 5D 銀獎 林晉豪 6D 銀獎 

 

另 2013「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及 2013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其他晉級賽、決賽成績見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