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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學校名稱 學生中文姓名 年級 准考證編號 獎項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陳宏澤 中二級 245 373 滿分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謝青霖 中二級 245 375 金獎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郭子賢 中二級 811 156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翁朗希 中二級 245 372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龔嘉灝 中二級 1019 732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梁皓俊 中二級 245 338 金獎 

聖言中學 楊彥漢 中二級 1106 969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羅悅希 中二級 245 386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張俊賢 中二級 1019 733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黃殷禧 中二級 245 388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曹君諾 中二級 1171 382 金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夏朗 中二級 1116 281 金獎 

德望學校 陳映霖 中二級 863 144 金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盧德祐 中二級 844 796 金獎 

田家炳中學 黃汶諾 中二級 1180 938 金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唐嘉杰 中二級 977 128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黃鵬宇 中二級 1019 736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譚正暘 中二級 245 390 金獎 

拔萃女書院 楊凱如 中二級 835 340 金獎 

張振興伉儷書院 吳卓謙 中二級 797 250 金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周樂熙 中二級 1125 966 金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吳灝謙 中二級 1039 665 金獎 

拔萃女書院 唐晞桐 中二級 835 346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翁曉信 中二級 1019 734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黃俊霖 中二級 245 374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李韋嵐 中二級 245 382 金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關錦濠 中二級 843 331 金獎 

張振興伉儷書院 盧俊霆 中二級 797 249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陳軍宇 中二級 245 383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余梓彤 中二級 245 387 銀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謝匡華 中二級 1117 826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吳思彤 中二級 1200 841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李天皓 中二級 245 380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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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蘇熠軒 中二級 710 329 銀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張匯熙 中二級 899 637 銀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賴申鴻 中二級 1084 817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徐藝瑞 中二級 1200 359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李鍶源 中二級 245 376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張廣賢 中二級 245 379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陳維佳 中二級 977 127 銀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朗謙 中二級 717 541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曾景游 中二級 1200 840 銀獎 

民生書院 王顥臻 中二級 1006 132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陳柏菘 中二級 1171 379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郭穎燃 中二級 245 377 銀獎 

景嶺書院 鄒燁翰 中二級 942 629 銀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林澤楓 中二級 1116 290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彭俊熹 中二級 245 389 銀獎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周卓胤 中二級 921 116 銀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林貴衍 中二級 972 318 銀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關富心 中二級 717 543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陳俊羽 中二級 1171 381 銀獎 

聖若瑟書院 袁晧銘 中二級 2000 933 銀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梁文樂 中二級 1041 209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王子桐 中二級 1171 708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馬睿鋒 中二級 587 645 銀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丁灝錦 中二級 1039 660 銀獎 

循道中學 何悅恒 中二級 1001 908 銀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宗盈希 中二級 1041 210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鄭珮珈 中二級 1166 858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胡泳琳 中二級 1171 709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郭叡承 中二級 1171 705 銀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羅家寶 中二級 1087 263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阮駿銘 中二級 1019 740 銀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心悦 中二級 1136 946 銀獎 

循道中學 薛君懿 中二級 1001 907 銀獎 

元朗公立中學 江卓健 中二級 1248 165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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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邱欣儀 中二級 587 651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林睿朗 中二級 245 381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王俊勝 中二級 245 385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徐康韻 中二級 245 384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朱泳櫻 中二級 1200 836 銀獎 

玫瑰崗中學 林綽希 中二級 2008 233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朱子杰 中二級 977 149 銀獎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 余俊暉 中二級 879 464 銀獎 

循道中學 林文禧 中二級 1001 909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許家銘 中二級 1200 839 銀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張富傑 中二級 1084 822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金舜之 中二級 587 652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翁子羚 中二級 1166 878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唐澄希 中二級 1171 707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何日熹 中二級 1041 208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蔡天適 中二級 1171 380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鄧淑林 中二級 1171 703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莫敏恩 中二級 746 505 銅獎 

田家炳中學 陳煒俊 中二級 1180 943 銅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馬浚利 中二級 843 334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薛宇康 中二級 779 902 銅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鄧晙高 中二級 1116 292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郭和優 中二級 746 506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盘俊杰 中二級 746 508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陳鎔基 中二級 1010 584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麥源東 中二級 1010 587 銅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廖文武 中二級 1084 821 銅獎 

田家炳中學 陳珊珊 中二級 1180 945 銅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林佩佩 中二級 1084 818 銅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子浩 中二級 1190 575 銅獎 

寧波公學 葉林鋒 中二級 1013 922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陳可楠 中二級 1248 818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黃亮程 中二級 587 648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唐梓瑋 中二級 1171 706 銅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19（香港賽區）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2019 (HONG KONG REGION)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張百川 中二級 587 647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許宇軒 中二級 1248 731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莫梓清 中二級 746 504 銅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黃卉之 中二級 1019 737 銅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周凱凝 中二級 1117 830 銅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李朗言 中二級 1039 663 銅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蕭昤希 中二級 899 779 銅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郭迦勒 中二級 1117 824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沅喬 中二級 587 649 銅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霍丞希 中二級 1039 65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張啟聰 中二級 1171 710 銅獎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許文翔 中二級 1034 637 銅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周穎勝 中二級 717 544 銅獎 

寧波公學 鄭希桐 中二級 1013 924 銅獎 

屯門天主教中學 岑泳發 中二級 1194 232 銅獎 

寧波公學 張小燕 中二級 1013 920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鄺俊曈 中二級 1166 880 銅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林佳玲 中二級 1084 819 銅獎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 朱偉桀 中二級 879 462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袁偉達 中二級 977 126 銅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林偉浩 中二級 1087 264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呂慧敏 中二級 1248 722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蔡煒基 中二級 1010 585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鄭康御 中二級 1213 783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麥靖娸 中二級 1213 78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林熙僮 中二級 1166 87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程一軒 中二級 1171 701 銅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馮靜雅 中二級 944 585 銅獎 

寧波公學 張凱瑩 中二級 1013 921 銅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李嘉俊 中二級 1229 706 銅獎 

玫瑰崗中學 余柏璣 中二級 2008 234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張天欣 中二級 1178 783 銅獎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黃紀陽 中二級 1015 703 銅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嘉琦 中二級 972 317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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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新民書院 梁嘉鍵 中二級 1010 582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陸俊瑜 中二級 779 252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陳智湶 中二級 1010 588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程依靈 中二級 888 154 銅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譽中 中二級 1019 735 銅獎 

田家炳中學 梁梓軒 中二級 1180 936 銅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杜心悠 中二級 909 866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秦小棋 中二級 587 646 銅獎 

循道中學 黃婉晴 中二級 1001 911 銅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余家謙 中二級 1039 662 銅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王曉燕 中二級 944 589 銅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吳宗恆 中二級 1039 719 銅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曾慶瀚 中二級 1200 837 銅獎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王文荻 中二級 976 944 銅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陳杞楚 中二級 909 865 銅獎 

張振興伉儷書院 羅仲傑 中二級 797 248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黃詠琳 中二級 888 153 銅獎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 潘一丁 中二級 879 465 銅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付慧菁 中二級 1084 820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李英健 中二級 746 509 銅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黃子佑 中二級 1039 664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鄭海健 中二級 1213 782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林錦威 中二級 1213 786 銅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夏溥均 中二級 944 586 銅獎 

寧波公學 梁皓兒 中二級 1013 923 銅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顏樂漁 中二級 1019 741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丁芷晴 中二級 1166 871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饒詠詩 中二級 1166 876 銅獎 

田家炳中學 魏可然 中二級 1180 944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趙柏然 中二級 888 424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林佩瑩 中二級 1248 723 銅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林佳頣 中二級 944 58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陳逸朗 中二級 1171 700 銅獎 

寧波公學 張承軒 中二級 1013 927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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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黃子熙 中二級 888 423 銅獎 

寧波公學 何子樂 中二級 1013 925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李立仁 中二級 888 152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張詩韻 中二級 1166 872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黃遠勝 中二級 1010 586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陳俊鋻 中二級 1178 782 銅獎 

潮州會館中學 黃寶兒 中二級 793 765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何顯艷 中二級 746 507 銅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丁棋煒 中二級 1087 266 銅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胡佐華 中二級 843 332 銅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陳杰豪 中二級 1084 816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庄孝炳 中二級 1178 784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何鈞誠 中二級 1010 583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矯宇峰 中二級 1213 784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安嘉耀 中二級 1213 787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林鈺倖 中二級 1213 788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