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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20-2021 年度  數學科  校外參賽一覽表 

負責老師：梁志聰、陳潤安、許童童、張力行、劉明慧、黃怡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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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021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20-2021 

香港天主教教區聯會（中學） 

http://hkpmc.cswcss.edu.hk/ 

線上形式進行 / 個人賽優異:20 名 

2. 初賽 3-4/1/2021 

(六、日)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2020 (小一至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線上形式進行 / 73 名參賽者合格 

  12 名三等獎 

7 名二等獎 

3 名一等獎 

1 名特等獎 

晉級賽  

 

5 /2021 

3. 初賽 20-21/2/2021 

(六、日) 
AIMO港澳盃 2021(小一至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線上形式進行 / 52 名參賽者合格 

 

晉級賽 

25-4-2021(日) 

  11 名銅獎 

3 名銀獎 

3 名金獎 

4. 14-3-2021 Math 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MathConcept Education 九龍灣展貿國際中心 家長 3 名金獎 

2 名銀獎 

1 名銅獎 

五、六年級均獲 

團體賽優異獎 

5. 18-4-2021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2021) 九龍三育中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協辦) 

九龍三育中學 家長 4 名金獎 

3 名銀獎 

2 名銅獎 

6. 15-5-2021 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華杯賽協會 

 

九龍灣展貿國際中心 家長 小中組 三等獎: 

4W 甘衍量 

小高組 二等獎: 

6W 蔣君言 

小高組 三等獎: 

6W  徐之樂 

小學組團體優異獎 

最近更新 6/ 7 /2021 

http://hkpmc.cswc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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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  

班別 姓名 獎項 

5W 鄧傑軒 參與證書 

5W 古本正 參與證書 

5H 孫城軒 參與證書 

6W 朱柏旻 參與證書 

6W 方煒喬 參與證書 

6L 朱詩穎 參與證書 

6L 李柏霖 參與證書 

5W 袁曉諾 個人賽優異奬 

5W 黃浩鈞 個人賽優異奬 

5W 林佑澄 個人賽優異奬 

5W 黃天麟 個人賽優異奬 

5W 余曦敏 個人賽優異奬 

5W 郭溢鐿 個人賽優異奬 

5L 馮昊霖 個人賽優異奬 

5W 魏安雅 個人賽優異奬 

5W 羅帷中 個人賽優異奬 

5W 張承源 個人賽優異奬 

5W 羅胤熹 個人賽優異奬 

5W 陳煦臨 個人賽優異奬 

6W 蔣君言 個人賽優異奬 

6W 黎菀晴 個人賽優異奬 

6W 林楷晟 個人賽優異奬 

6L 羅浩彥 個人賽優異奬 

6W 伍睿哲 個人賽優異奬 

6W 施俊軒 個人賽優異奬 

6W 蔣家洪 個人賽優異奬 

6W 徐之樂 個人賽優異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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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2021華夏杯初賽成績                                                         2021華夏杯晉級賽成績 

 

               

植竣彥 P2 合格  羅諾澄 P4 合格  周沛賢 P3 合格 何冠澤 P1 三等獎  

陳昶睿 P1 合格  曾鈴翔 P6 合格  吳沛炫 P2 合格 植竣彥 P2 三等獎  

鄭梓諾 P2 合格  何冠澤 P1 合格  吳沛霖 P4 合格 蘇晴 P2 三等獎  

呂敏蕙 P5 合格  黃天麟 P5 合格  蔣家洪 P6 合格 鄭智傑 P2 二等獎  

粘柏霖 P2 合格  方煒喬 P6 合格  李卓凝 P4 合格 鄭永泰 P3 一等獎  

甘衍量 P4 合格  陳政熙 P4 合格  何典凌 P6 合格 梁大毅 P4 二等獎  

羅帷中 P5 合格  張希泓 P6 合格  袁曉諾 P5 合格 陳諾霖 P4 二等獎  

唐裕 P4 合格  張希掦 P4 合格  蔣君言 P6 合格 甘衍量 P4 二等獎  

吳天藝 P2 合格  林詩宸 P5 合格  馮昊霖 P5 合格 陳澤峰 P4 三等獎  

孫城軒 P5 合格  陳澤峰 P4 合格  廖卓朗 P5 合格 方苡洛 P4 三等獎  

魏安雅 P5 合格  陳日曦 P5 合格  郭溢鐿 P5 合格 羅諾澄 P4 三等獎  

羅婕琳 P6 合格  羅浩彥 P6 合格  鄭智傑 P2 合格 張承源 P5 特等獎  

羅信隆 P3 合格  張柏熙 P3 合格  鍾永瑩 P5 合格 陳煦臨 P5 一等獎  

朱柏旻 P6 合格  夏華明 P6 合格  李柏霖 P6 合格 孫城軒 P5 三等獎  

伍睿哲 P6 合格  古本正 P5 合格  羅胤熹 P5 合格 羅帷中 P5 二等獎  

黎菀晴 P6 合格  徐之樂 P6 合格  袁偉民 P3 合格 陳日曦 P5 二等獎  

徐琝軒 P6 合格  林佑澄 P5 合格  周顥琳 P5 合格 林詩宸 P5 三等獎  

麥倩僮 P1 合格  黄思善 P2 合格  梁大毅 P4 合格 蔣君言 P6 一等獎  

陳諾霖 P4 合格  譚安堯 P4 合格  黃渭誠 P4 合格 麥誠雋 P6 三等獎  

方苡洛 P4 合格  徐恩樂 P3 合格  陳煦臨 P5 合格 何典凌 P6 三等獎  

曾煥雅 P3 合格  麥誠雋 P6 合格  張承源 P5 合格 李柏霖 P6 二等獎  

鄧傑軒 P5 合格  蘇晴 P2 合格  施俊軒 P6 合格 方煒喬 P6 三等獎  

丁瑋謙 P4 合格  麥程朗 P4 合格  鄭永泰 P3 合格 黎菀晴 P6 三等獎  

顧璇 P4 合格  朱詩穎 P6 合格         

余曦敏 P5 合格  李汶霖 P6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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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2021  AIMO港澳杯初賽成績                                   2021  AIMO港澳杯晉級賽成績 

 

蔣君言 P6 合格 黃樂君 P4 合格   陳昶睿 P1  銅獎 

柯湛棋 P3 合格 袁曉諾 P5 合格   王語欣 P1  銅獎 

黃天麟 P5 合格 黃渭誠 P4 合格   梁文 P1  銅獎 

何冠澤 P1 合格 何典凌 P6 合格   吳卓悠 P1  銅獎 

蘇晴 P2 合格 李卓凝 P4 合格   湛川 P1  銀獎 

顧璇 P4 合格 麥程朗 P4 合格   羅鎧澄 P1  銅獎 

古本正 P5 合格 林佑澄 P5 合格   何峻澧 P1  銅獎 

王語欣 P1 合格 馮昊霖 P5 合格   蘇晴 P2  銅獎 

劉芯穎 P1 合格 周沛賢 P3 合格   鄭永泰 P3  銀獎 

甄衍泓 P1 合格 梁大毅 P4 合格   羅信隆 P3  銅獎 

梁文 P1 合格 余曦敏 P5 合格   柯湛棋 P3  銅獎 

吳卓悠 P1 合格 鄭永泰 P3 合格   甘衍量 P4  銀獎 

湛川 P1 合格 張承源 P5 合格   余曦敏 P5  銅獎 

黄思善 P2 合格 陳煦臨 P5 合格   張承源 P5  金獎 

羅鎧澄 P1 合格 周顥琳 P5 合格   陳煦臨 P5  金獎 

佘穎欣 P1 合格 徐琝軒 P6 合格   羅帷中 P5  金獎 

林靖恩 P3 合格 郭溢鐿 P5 合格   古本正 P5  銅獎 

何峻澧 P1 合格 袁偉民 P3 合格     

黃浩鈞 P5 合格 黎菀晴 P6 合格     

黃芊潁 P1 合格 羅信隆 P3 合格     

譚安堯 P4 合格 羅婕琳 P6 合格     

趙梓浠 P1 合格 孫城軒 P5 合格     

唐裕 P4 合格 陳昶睿 P1 合格     

趙苒淇 P1 合格 羅帷中 P5 合格     

鄭梓諾 P2 合格 甘衍量 P4 合格     

陳心妍 P1 合格 呂敏蕙 P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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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 ：Math 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21 (個人賽) 

6W 蔣君言 金獎  5W 陳煦臨 金獎 

6W 蔣家洪 銀獎  5W 張承源 金獎 

6W 徐之樂 銅獎  5W 羅帷中 銀獎 

 

Math 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21 (團體賽) 

五年級：團體優異. 

六年級：團體優異 

 

 

註 5 :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九龍三育中學主辦) 

4W 甘衍量 金獎  5W 陳煦臨 金獎 

4W 譚安堯 金獎  5W 張承源 銀獎 

    5W 羅帷中 銀獎 

6W 蔣君言 金獎  5W 林佑澄 銅獎 

6W 徐之樂 銀獎  5W 羅胤熹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