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1（香港賽區）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THEMATICAL OLYMPIAD 

PRELIMINARY ROUND 2021 (HONG KONG REGION) 
 

 

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761217 鄭泳昕 中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一等獎 

1184372 張鈺瑤 中二級 真光女書院 一等獎 

1171499 羅星傑 中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一等獎 

914528 譚子謙 中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835729 林可淇 中二級 拔萃女書院 一等獎 

1038755 方日昇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914529 王海博 中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245551 黃奕勤 中二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038781 劉丞聰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200883 譚宇燊 中二級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一等獎 

1150544 陳皓鈞 中二級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一等獎 

914526 陳愷知 中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977344 岑泓澔 中二級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一等獎 

1038757 李卓謙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106521 歐杰銘 中二級 聖言中學 一等獎 

957261 梁健彬 中二級 喇沙書院 一等獎 

1019724 黃治銘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1121919 鍾尚樺 中二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一等獎 

761214 李耀昇 中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一等獎 

835723 王梓澄 中二級 拔萃女書院 一等獎 

1038761 梁樂軒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189533 林賢豪 中二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1019765 何兆龍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795197 蔡學謙 中二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一等獎 

1038758 黎晉豪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048833 張偉浚 中二級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一等獎 

983456 鄭慧穎 中二級 龍翔官立中學 一等獎 

1038759 余溢希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983516 陳燁 中二級 龍翔官立中學 一等獎 

1038756 楊尚宇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019723 潘鑫怡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2038712 吳凱文 中二級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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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361 林軍言 中二級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二等獎 

1239945 朱梓瑩 中二級 英華女學校 二等獎 

914530 鄒銘恩 中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1191953 麥皓程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001328 黎心怡 中二級 循道中學 二等獎 

1218771 鄭洛軒 中二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二等獎 

2038713 馮禧朗 中二級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二等獎 

1191954 劉穎朗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222764 伍洲 中二級 香港華仁書院 二等獎 

1019722 賴懿朗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834732 葉承蓁 中二級 拔萃男書院 二等獎 

1038767 吳俊賢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1190476 簡正賢 中二級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二等獎 

2000580 鄧卓豐 中二級 聖若瑟書院 二等獎 

1195908 張展琿 中二級 屯門官立中學 二等獎 

914527 寧文謙 中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914532 陳威錞 中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888892 陸瑞謙 中二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1184369 陳嘉琳 中二級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782193 鄭逸熙 中二級 張祝珊英文中學 二等獎 

245576 陳稀楠 中二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1050634 陳睿曦 中二級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二等獎 

779810 施威 中二級 陳瑞祺（喇沙）書院 二等獎 

779811 區富恒 中二級 陳瑞祺（喇沙）書院 二等獎 

914531 嚴凱琳 中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1001306 陳嘉傑 中二級 循道中學 二等獎 

1019734 楊采樺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245523 劉譽韜 中二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1125932 李一諾 中二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二等獎 

712460 郭婉鑫 中二級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二等獎 

1202945 楊竣宇 中二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二等獎 

783363 林嘉樂 中二級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二等獎 

1037608 劉逸曦 中二級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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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760 趙凌宇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1191944 莊子霆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191952 黃奕菲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001325 曾朗程 中二級 循道中學 二等獎 

1001327 方苗虹 中二級 循道中學 二等獎 

1171501 余婧嵐 中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1218774 莊錫衍 中二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二等獎 

1026540 陳詠兒 中二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二等獎 

914535 蔡星怡 中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1184370 張慧芬 中二級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1189553 李樂怡 中二級 荃灣官立中學 二等獎 

1171502 周麟 中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1019729 雷俊軒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2038715 林子瑩 中二級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二等獎 

1186124 曾賀笙 中二級 曾璧山中學 二等獎 

2008326 蔡嘉裕 中二級 玫瑰崗中學 二等獎 

1039573 何耀中 中二級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二等獎 

1038765 黃梓滔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888891 徐逸揚 中二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1191941 梁鈞皓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019727 羅梓寧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116104 馮朗賢 中二級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二等獎 

1013873 何澤鉅 中二級 寧波公學 二等獎 

858131 許逸舜 中二級 鳳溪第一中學 二等獎 

975412 陳詠沂 中二級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二等獎 

245580 劉沛睿 中二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2038714 關綽琳 中二級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二等獎 

940620 李梓曄 中二級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1208898 郭景程 中二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二等獎 

1038762 張皓添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900618 張銀霞 中二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二等獎 

1191950 梁庭朗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019726 林智恒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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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922 張海藍 中二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二等獎 

888887 陳俊熹 中二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1026538 周曉彤 中二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三等獎 

1246675 陳希揚 中二級 元朗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202943 劉銳匡 中二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1041482 李美華 中二級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960639 香健聰 中二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191946 駱肇夆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1956 潘卓謙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64 林立天 中二級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166527 盧浩樂 中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三等獎 

245550 吳子晴 中二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三等獎 

954787 吳銘賢 中二級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795306 陳禹州 中二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717401 劉萬邦 中二級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41485 黃詩程 中二級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1039570 梁立衡 中二級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三等獎 

900619 何文茵 中二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1189552 麥珮嘉 中二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三等獎 

1191940 呂映彤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65 呂燁寧 中二級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01326 黎曉陶 中二級 循道中學 三等獎 

1082613 丁銘浩 中二級 慈幼英文學校 三等獎 

1019731 程韻僑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218783 張憬皓 中二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三等獎 

1122433 姚熙悅 中二級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三等獎 

1013878 陳梓浩 中二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858146 王咨芯 中二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977343 陳迪生 中二級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三等獎 

928623 吳蕊 中二級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三等獎 

2038711 林宏隆 中二級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三等獎 

779812 黃子泓 中二級 陳瑞祺（喇沙）書院 三等獎 

779813 溫曉明 中二級 陳瑞祺（喇沙）書院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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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905 何霆鏗 中二級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三等獎 

748750 談紫欣 中二級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三等獎 

900609 張可欣 中二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1246674 黄惠雯 中二級 元朗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038766 石庭恩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三等獎 

888886 何澤謙 中二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50443 李思融 中二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1191938 杜衡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63 何家曦 中二級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53243 彭自嶸 中二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18770 黃俊寧 中二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三等獎 

1116116 杜穎欣 中二級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三等獎 

935668 許旨晴 中二級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三等獎 

928625 曾雅媛 中二級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三等獎 

2038710 楊秀慧 中二級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三等獎 

900617 張可欣  中二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1234645 黃俊豪 中二級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34646 蔡諱靖 中二級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48662 吳芷晴 中二級 元朗公立中學 三等獎 

1246670 謝含 中二級 元朗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2013608 羅畯謙 中二級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三等獎 

1208896 黃錦裕 中二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783360 吳家穎 中二級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41484 陳浩揚 中二級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1039589 黃日濤 中二級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三等獎 

1038763 周子軒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三等獎 

888893 李佩恩 中二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1191945 林頌軒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053242 蕭銘鋒 中二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01308 陳偉杰 中二級 循道中學 三等獎 

1001310 張勇哲 中二級 循道中學 三等獎 

1166532 黃煜灝 中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三等獎 

1082611 鄺偉臻 中二級 慈幼英文學校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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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614 郭曉峰 中二級 慈幼英文學校 三等獎 

1019732 余安琪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019768 李彥嬉 中二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218784 劉皓泓 中二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三等獎 

1122429 謝偉烽 中二級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三等獎 

1122432 廖城鑫 中二級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三等獎 

858127 陳寶兒 中二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135 郭子彬 中二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174289 鄭詠之 中二級 德雅中學 三等獎 

1174291 張雅仲 中二級 德雅中學 三等獎 

909664 黃穎晴 中二級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三等獎 

1081907 劉俊鈞 中二級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三等獎 

795311 許國盛 中二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795313 譚梓杰 中二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736825 梁凱悅 中二級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1208893 鍾嘉軒 中二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2008324 GURUNG LOBH 中二級 玫瑰崗中學 三等獎 

1038768 龐恩諾 中二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三等獎 

900623 雷虹 中二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888896 楊夢魚 中二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88898 于家晞 中二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50436 洪晉霆 中二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1191943 林頌庭 中二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001324 洪肇廷 中二級 循道中學 三等獎 

997942 曹芷婷 中二級 瑪利曼中學 三等獎 

858126 陳志杰 中二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163307 伍恩賢 中二級 德蘭中學 三等獎 

245553 劉若琳 中二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三等獎 

969595 譚日朗 中二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69599 何梓釗 中二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28626 謝夢如 中二級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三等獎 

954782 曾曉晴 中二級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748749 許庭耀 中二級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