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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代表隊精英選拔 2021-2022 

Elite Selection of Mathematical Olympiad 

for Team Hong Kong 2021-2022 

 

准考證編號 考生姓名 年級 獎項 

100094 莊文灝 小二級 金獎 

100130 陳翊暟 小一級 金獎 

100147 歐曦楠 小一級 金獎 

100205 黃梓維 小一級 金獎 

100023 曾日琛 幼稚園組 金獎 

100187 周懷恩 小四級 金獎 

100143 陳俊達 中三級 金獎 

100151 陳璟朗 幼稚園組 金獎 

100017 勞嘉偉 中三級 金獎 

100169 陳柏希 小二級 金獎 

100031 袁心瓛 小二級 金獎 

100080 袁天嵐 幼稚園組 金獎 

100138 陳俊熹 幼稚園組 金獎 

100158 温洛謙 小五級 金獎 

100059 潘鑫平 中三級 金獎 

100040 王楚傑 小二級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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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98 王禹涵 小五級 金獎 

100191 賀子悠 小五級 金獎 

100195 張凱竣 小三級 金獎 

100203 崔韶晃 小四級 金獎 

100082 李泓樂 小五級 金獎 

100211 梁健彬 中三級 金獎 

100145 周柏翹 小二級 金獎 

100192 黃乙峯 高中組 金獎 

100154 張雋希 小二級 金獎 

100111 陳美瑩 小四級 金獎 

100049 黃捷霖 小五級 金獎 

100221 王慕璞 小六級 金獎 

100071 陳浩宇 小五級 金獎 

100001 古朗頤 幼稚園組 金獎 

100047 鄭皓文 小一級 金獎 

100038 吳羿璋 小六級 金獎 

100146 李子康 小五級 銀獎 

100149 張博翔 小一級 銀獎 

100103 馮樂恩 小四級 銀獎 

100048 鄭瀅睿 小四級 銀獎 

100181 洪樂軒 小五級 銀獎 

100098 王彥博 小四級 銀獎 

100220 梅添朗 小六級 銀獎 

100159 黃志承 小一級 銀獎 

100170 鄧禮樂 小二級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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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3 錢菀瀅 小一級 銀獎 

100128 黃凱桐 高中組 銀獎 

100144 劉彥廷 小三級 銀獎 

100065 梁希喆 小五級 銀獎 

100178 陳靖熙 小三級 銀獎 

100175 江俊軒 中三級 銀獎 

100224 鄺齊枝 小一級 銀獎 

100206 蔡定衡 小二級 銀獎 

100115 魏子龍 小四級 銀獎 

100161 鄔子聰 小五級 銀獎 

100021 謝琛妍 幼稚園組 銀獎 

100189 于才皓 小五級 銀獎 

100089 潘梓愷 小二級 銀獎 

100010 吳尚哲 小五級 銀獎 

100042 楊承霖 幼稚園組 銀獎 

100030 范睎璇 小二級 銀獎 

100209 李信希 小二級 銀獎 

100004 吳卓橋 小一級 銀獎 

100171 譚傲言 小四級 銀獎 

100054 郭泓哲 小三級 銀獎 

100083 林昊俊 小四級 銀獎 

100121 李金澤 幼稚園組 銀獎 

100114 陳信曦 小二級 銀獎 

100036 李澤龍 小四級 銀獎 

100185 李卓頤 中二級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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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40 黄琬晴 小三級 銀獎 

100053 Leung Lok Tin 小五級 銀獎 

100056 鄭君禮 中三級 銀獎 

100073 陳樂鶱 幼稚園組 銀獎 

100202 嚴煥典 小一級 銀獎 

100193 趙柏然 高中組 銀獎 

100086 劉晨 小二級 銀獎 

100113 王鉅翔 中一級 銀獎 

100093 李柏翹 小四級 銀獎 

100125 李錦添 小三級 銀獎 

100029 鄭以翹 小三級 銀獎 

100064 賴豐麟 中一級 銀獎 

100013 侯道亨 中三級 銀獎 

100165 蔡秉希 小五級 銀獎 

100222 王驰宇 小二級 銀獎 

100182 梁彧凡 小一級 銀獎 

100155 李逸熙 小二級 銀獎 

100032 符傳熙 小五級 銀獎 

100085 戴宇軒 小二級 銀獎 

100117 簡以珀 小四級 銀獎 

100199 李沛熹 小三級 銀獎 

100039 黃江釗 小四級 銀獎 

100223 勞溢豪 小六級 銀獎 

100058 范軒誠 小三級 銀獎 

100167 陳鎧熙 小二級 銀獎 



奧冠教育集團旗下奧冠教育中心 Olympiad Champion Education Centre under Olympiad Champion Education Group（教育局註冊編號：598216） 

辦公時間：逢星期一至五：10:00am - 7:00pm（1:00 - 2:00pm 為午膳時間）   星期六至日：9:00am - 6:00pm  

地址：九龍佐敦道 8號 3樓 309-310及 703室  電話：3153 2028 傳真：3153 2074 

電郵：olympiadchampion@gmail.com 網址: www.olympiadchampion.com 

100188 黎展君 小四級 銀獎 

100148 王騰鋒 小六級 銀獎 

100033 關宇喬 中三級 銀獎 

100067 羅頌賢 小三級 銅獎 

100050 吳昊知 小四級 銅獎 

100194 劉金琳 小二級 銅獎 

100007 周伯霖 小六級 銅獎 

100079 曾冠華 中二級 銅獎 

100122 彭溢朗 小四級 銅獎 

100186 徐樂龢 小六級 銅獎 

100184 張宇洋 小一級 銅獎 

100123 何楷睿 小六級 銅獎 

100091 陳嘉恒 小五級 銅獎 

100219 姚涵韵 小四級 銅獎 

100060 周港浚 小四級 銅獎 

100120 袁進杰 小一級 銅獎 

100225 鄧子逸 小三級 銅獎 

100044 黎朗晴 小四級 銅獎 

100134 王哲瀚 小六級 銅獎 

100101 李子軒 小六級 銅獎 

100081 洪紫熙 小五級 銅獎 

100172 鍾柏豪 小六級 銅獎 

100046 蔡嘉樂 小三級 銅獎 

100162 吳梓灝 小六級 銅獎 

100005 朱志熙 小五級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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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7 黃子皓 中二級 銅獎 

100153 李梓朗 中一級 銅獎 

100019 陳煜 小六級 銅獎 

100052 李心兒 中一級 銅獎 

100015 伍君昊 小四級 銅獎 

100118 譚弘道 中二級 銅獎 

100126 宋曉晴 小五級 銅獎 

100132 陳子樂 小四級 銅獎 

100135 孫嘉攸 小五級 銅獎 

100139 李奕熹 小六級 銅獎 

100095 柯穎智 小五級 銅獎 

100008 梁晉愷 中二級 銅獎 

100022 張詠雅 小二級 銅獎 

100078 丁子洋 小四級 銅獎 

100070 劉芷琪 小四級 銅獎 

100163 何卓欣 小四級 銅獎 

100173 潘熙朗 小三級 銅獎 

100027 廖嘉寶 小四級 銅獎 

100218 林俊熙 小四級 銅獎 

100106 温嘉琪 高中組 銅獎 

100137 甘卓楓 小四級 銅獎 

100179 李國誠 中二級 銅獎 

100002 曹銘軒 小六級 銅獎 

100174 鍾梓灝 小六級 銅獎 

100061 梁定富 小三級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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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7 蕭翔峰 小五級 銅獎 

100152 彭凱琦 高中組 銅獎 

100088 鍾耀祺 小四級 銅獎 

100009 吳梓升 小四級 銅獎 

100110 鄧俊樺 小五級 銅獎 

100112 龔嘉禾 小五級 銅獎 

100215 劉翰銘 小六級 銅獎 

100207 吳宇軒 小六級 銅獎 

100129 黃子炫 小四級 銅獎 

100035 司徒依林 小五級 銅獎 

100057 薛子琦 小五級 銅獎 

100024 曾詠姸 高中組 銅獎 

100107 賴昉言 小五級 銅獎 

100116 羅阡容 幼稚園組 銅獎 

100068 黃國臻 小四級 銅獎 

100069 劉芷恩 小五級 銅獎 

100136 史鎮滔 小四級 銅獎 

100014 梁穎晞 小六級 銅獎 

100092 徐嘉佑 小三級 銅獎 

100097 梁家瑋 小五級 銅獎 

100028 馮文晴 小五級 銅獎 

100012 李睿恩 小三級 銅獎 

100026 彭旭 中一級 銅獎 

100166 蔡紫晴 小四級 銅獎 

100099 張仲賢 小五級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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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6 蔡銘心 小四級 銅獎 

100210 洪灝 小一級 銅獎 

100133 葉芸希 小五級 銅獎 

100076 袁詠彤 中二級 銅獎 

100177 陳祉蒑 小五級 銅獎 

100104 趙靈兒 中一級 銅獎 

100072 王逸臻 幼稚園組 銅獎 

100213 葉一彬 小五級 銅獎 

100105 李宇瀚 小五級 銅獎 

100062 張朗然 中二級 銅獎 

100020 石縉諺 小三級 銅獎 

100043 吳靖堯 小五級 銅獎 

100034 張智然 小四級 銅獎 

100041 薛媛希 中一級 銅獎 

100208 李承孝 小六級 銅獎 

100090 黎泇謙 小六級 銅獎 

100018 張恩齊 小五級 銅獎 

100124 徐麒一 小五級 銅獎 

100160 郭峻昇 小五級 銅獎 

100131 林定安 小三級 銅獎 

100037 吳偉斌 中一級 銅獎 

100084 許恩綺 小六級 銅獎 

100102 胡熙儀 小六級 銅獎 

100216 洪樂怡 小四級 銅獎 

100096 梁梓皓 小五級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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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5 謝秀萍 小六級 銅獎 

100176 徐洭翹 中一級 銅獎 

100016 高家浚 小四級 銅獎 

100087 梁中騫 小三級 銅獎 

100190 黃博裕 小四級 銅獎 

100168 王冠峰 小五級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