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凡獲獎的參賽學生，均獲邀請出席2007年11月11日的頒獎典禮。

＊＊＊＊  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 ＊ ＊ ＊  日期及時間： 2007年11月11日  下午3時15分舉行  ( 星期日 )

留座超額時，本頒獎典禮組委會有權優先留座予名次較高之獲獎者。

電郵： xiwanbei@yahoo.com.hk  

請註明： 獲獎者姓名、學校名稱、參賽級別、獲獎名次 及出席人數等資料。                                                         

＊＊＊＊ 另獲獎之中小學學生，請於頒獎禮當日下午 2 時正到達場館綵排。

＊＊＊＊ 獲獎證書於頒獎禮中頒發，未獲獎項的參賽學生，將另行頒發參賽證書。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已注冊為一所獨立機構，，由十月廿一日起

遷往

辦事處將

：：：：香港九龍金巴利道香港九龍金巴利道香港九龍金巴利道香港九龍金巴利道25252525號長利商業大廈號長利商業大廈號長利商業大廈號長利商業大廈2222字樓字樓字樓字樓202 202 202 202 - - - - 204204204204室室室室。。。。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參賽期間就讀學校參賽期間就讀學校參賽期間就讀學校參賽期間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楊希予 一等獎 第一名 小三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

周俊軒 一等獎 小三 喇沙小學 ---

黃俊希 二等獎 小三 喇沙小學 ---

張展豪 二等獎 小三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葉倩瑜

温文傑 二等獎 小三 青松侯寶垣小學 何秀慧/柴麗君

陳梓瑜 三等獎 小三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

梁君豪 優異獎 小三 青松侯寶垣小學 何秀慧/柴麗君

劉活誠 優異獎 小三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梁立信 優異獎 小三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蘇麗芳

楊明謙 優異獎 小三 九龍循道學校 ---

翁瑞廷 優異獎 小三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

蕭梓峰 優異獎 小三 德信學校 ---

馮卓誠 優異獎 小三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尹少萍

趙苑妃 二等獎 小四 聖保祿小學 尹少萍

邵煒驊 二等獎 小四 聖公會基德小學 ---

2007 2007 2007 2007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小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小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小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小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一等獎爲金獎一等獎爲金獎一等獎爲金獎一等獎爲金獎； ； ； ； 二等獎爲銀獎二等獎爲銀獎二等獎爲銀獎二等獎爲銀獎； ； ； ； 三等獎爲銅獎三等獎爲銅獎三等獎爲銅獎三等獎爲銅獎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希望杯希望杯希望杯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小學組 獲獎名單國際數學競賽 小學組 獲獎名單國際數學競賽 小學組 獲獎名單國際數學競賽 小學組 獲獎名單

重要聲明重要聲明重要聲明重要聲明

＊ ＊ ＊ ＊ 請注意，鑒於各參賽團體之報名人數不同，所以各團體獲獎學生人數都會有差異，此

項賽果並不以獲獎人數多寡判別各團體之表現優劣，只能作為是次競賽之賽果參考。

＊＊＊＊  注意：獲獎之學校代表、教師、學生及家長，均獲免費邀請出席2007年11月11日的頒

獎典禮，由於坐位有限，請電郵回覆確認出席與否，以便預留坐位門卷，額滿即止。

＊＊＊＊ 由學校團體统一報考的，參賽證書統一交到學校分發；若以個人名義報考的，請於

11月12日至12月11日前到本會領取，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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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婉彤 二等獎 小四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

曾兆漁 三等獎 小四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楊振彪 

李子鍵 三等獎 小四 柴灣信愛小學  (上午校) 譚綺華

黃耀文 三等獎 小四 民生書院 (小學部) ---

周家雋 優異獎 小四 聖公會基榮小學 ---

梁原 優異獎 小四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

吳家培 優異獎 小四 德信學校 ---

姚誠鵠 優異獎 小四 德信學校 梁老師

陳民皓 優異獎 小四 德信學校 ---

陸允納 優異獎 小四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陸劍雄

陸允牽 一等獎 小五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陸劍雄

羅煒傑 二等獎 小五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何嘉玲

羅觀宇 二等獎 小五 李陞小學 ---

練卓賢 二等獎 小五 拔萃男書院 ---

許百楠 二等獎 小五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上午校 黃子茵

謝朗然 二等獎 小五 德雅小學 ---

李彥恒 三等獎 小五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阮綺萍

廖子賢 三等獎 小五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譚月薇

黃德琳 三等獎 小五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

李世聰 三等獎 小五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

關澤彥 三等獎 小五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

潘晞琳 三等獎 小五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

王湜 三等獎 小五 弘立書院 李美嫦

林卓盈 三等獎 小五 聖安當小學 (下午校) 孔慶媚

劉鈞澤 三等獎 小五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鄺碧霞

侯鈞豈 三等獎 小五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

陳小聰 三等獎 小五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

嚴應興 三等獎 小五 德信學校 ---

余家浩 優異獎 小五 德信學校 ---

何靖雯 優異獎 小五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上午校) 高炎彪

劉偉釗 優異獎 小五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

伍震昇 優異獎 小五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余達智

施泱泱 優異獎 小五 筲箕灣官立小學 陳國才

馮建曜 優異獎 小五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

陳柱輝 優異獎 小五 聖公會基榮小學 ---

莊曉宜 二等獎 小六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

周亮瑩 三等獎 小六 拔萃女小學 周偉年

余凱婷 三等獎 小六 拔萃女小學 ---

鍾季方 三等獎 小六 聖公會奉基小學 ---

邵韋棋 優異獎 小六 聖公會基德小學 ---

2007 2007 2007 2007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小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小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小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小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何睿銘 二等獎 小三            劉偉民

黃榮傑 三等獎 小三            劉偉民

陳澤軒 三等獎 小三            劉偉民

崔文俊 三等獎 小三            劉偉民

周德淳 優異獎 小三            劉偉民

陳承中 三等獎 小四            劉偉民

劉詠謙 優異獎 小四            劉偉民

吳偉聰 優異獎 小四            劉偉民

陳志星 三等獎 小五            劉偉民

勞景麟 三等獎 小五            劉偉民

曾憲琮 三等獎 小六            劉偉民

胡駿威 三等獎 小六            劉偉民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銘希 三等獎 小三 Anthony Tam

關宗揚 三等獎 小三 Anthony Tam

蕭樂賢 優異獎 小三 Anthony Tam

陸琨衡 優異獎 小三 Anthony Tam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郭裕恆 二等獎 小四                       周以仁

周叡男 一等獎 第一名 小五                       周以仁

王詩雅 一等獎 第一名 小五                       周以仁

梁少麟 二等獎 小五                       周以仁

呂致延 二等獎 小五                       周以仁

聖若瑟小學 聖若瑟小學 聖若瑟小學 聖若瑟小學 

聖保羅書院小學聖保羅書院小學聖保羅書院小學聖保羅書院小學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2007 2007 2007 2007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香港島香港島香港島香港島))))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徐梓聰 優異獎 小四                      汪永生

黃嘉瑩 優異獎 小四                      汪永生

蔡振健 二等獎 小五                      汪永生

梁緯彤 二等獎 小五                      汪永生

李唐 三等獎 小五                      汪永生

陳倩如 優異獎 小五                      汪永生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甄元裕 三等獎 小五                      程妙芬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盧卓瑩 優異獎 小三                李富青 / 陳乃綱

王叡 三等獎 小五                李富青 / 陳乃綱

盧諾言 三等獎 小五                李富青 / 陳乃綱

馮子軒 二等獎 小六                李富青 / 陳乃綱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子晴 優異獎 小四 鄺潤歡

李天溢 三等獎 小五 鄺潤歡

吳家軒 三等獎 小五 鄺潤歡

吳愷堃 三等獎 小五 鄺潤歡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上午校上午校上午校上午校))))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聖士提反堂小學聖士提反堂小學聖士提反堂小學聖士提反堂小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羅曉東 優異獎 小三                       梁志聰

蘇以婷 優異獎 小三                       梁志聰

盧怡穎 優異獎 小三                       梁志聰

陳啓賢 優異獎 小四                       梁志聰

陳幗翹 優異獎 小四                       梁志聰

李佩雅 優異獎 小四                       招惠玲

潘宇浩 優異獎 小四                       梁志聰

陳展堃 優異獎 小四                       梁志聰

譚子杰 一等獎 第一名 小五                       梁志聰

劉鎮雄 二等獎 小五                       招惠玲

麥駿 三等獎 小五                       梁志聰

何啓俊 優異獎 小五                       李珈琳

高詠雯 優異獎 小五                       梁志聰

盤沁翹 優異獎 小五                       謝翠珊

邱津龍 優異獎 小五                       謝翠珊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黎俊杰 三等獎 小五                       高詠君

羅俊傑 三等獎 小五                       高詠君

詹偉滔 優異獎 小六                       杜嘉榮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莫敬謙 優異獎 小五 ---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仁愛堂田家炳小學仁愛堂田家炳小學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九龍區九龍區九龍區九龍區))))

2007 2007 2007 2007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徐永彥 三等獎 小五                       蔡海雯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梁顥津 三等獎 小三                樊文輝 / 揭冠凌

鄭凱丞 三等獎 小三                樊文輝 / 揭冠凌

陳俊軒 優異獎 小三                樊文輝 / 揭冠凌

衞凱程 優異獎 小三                樊文輝 / 揭冠凌

李兆軒 優異獎 小三                樊文輝 / 揭冠凌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馬文軒 二等獎 小三                       李倩詩

王浩然 優異獎 小三                       李倩詩

張逸深 一等獎 小四                劉嘉裕 / 黃明長

葉俊樂 三等獎 小五                黎善恩 / 楊淑繯

司徒洛霖 優異獎 小六                       葉綠盈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余志峰 一等獎 第一名 小三                       吳惠沂

余曉瑩 二等獎 小三                       郭佩雲

梁富城 三等獎 小三                       吳惠沂

林裕康 優異獎 小三                       黃敬圖

孫浚瑜 優異獎 小三                       郭佩雲

林宜斌 優異獎 小四                       吳惠沂

葉明睿 優異獎 小四                       熊正浩

林世棕 優異獎 小四                       吳惠沂

梁德煌 優異獎 小四                       吳惠沂

盧佩婷 優異獎 小四                       吳惠沂

龔嘉聖 優異獎 小四                       吳惠沂

余煥文 優異獎 小四                       吳惠沂

林姿琳 三等獎 小五                       黃君瑜

董樂豐 三等獎 小五                       黃君瑜

吳詠妍 三等獎 小五                       黃君瑜

崔謙信 優異獎 小五                       黃君瑜

林家儀 優異獎 小五                       黃君瑜

施向鍵 三等獎 小六                       周小玲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路德會聖馬太學校路德會聖馬太學校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梁諾恩 優異獎 小四                       譚東佑

趙嘉浚 優異獎 小四                       譚東佑

蔡耀慶 三等獎 小五                       黃一勤

林愷祺 優異獎 小五                       林仲文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穎瑤 三等獎 小三                       陳文慧

陳澤鎔 優異獎 小三                       陳文慧

陳量宏 優異獎 小三                       陳文慧

鄧朗拔 優異獎 小三                       陳文慧

陸思齊 三等獎 小五                       黃健英

張皓俊 三等獎 小五                       黃健英

蔡卓成 三等獎 小六                       余芷珊

梁卓恒 三等獎 小六                       余芷珊

劉升華 優異獎 小六                       彭奮強

梁鈞智 優異獎 小六                       彭奮強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李雋康 優異獎 小六                       謝作鵬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盧祉佑 三等獎 小六                       徐偉雲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尹紹安 優異獎 小四                       文潔碧

鄭偉華 三等獎 小五                       文潔碧

林浩然 三等獎 小五                       文潔碧

羅啓浩 三等獎 小六                       文潔碧

馬頭涌官立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校下午校下午校下午校))))

啓思小學啓思小學啓思小學啓思小學

聖博德學校聖博德學校聖博德學校聖博德學校

香港培道小學香港培道小學香港培道小學香港培道小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鄧錦燊 三等獎 小五                       朱杏茵

黎錦坤 三等獎 小五                       朱杏茵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何峻軒 三等獎 小三                       陳中行

羅兆茲 三等獎 小三                       陳中行

黃芷樂 優異獎 小三                       陳中行

李俊 優異獎 小三                       陳中行

吳珈瑛 三等獎 小四                       陳中行

張學勤 二等獎 小五                       陳中行

林澤宇 三等獎 小五                       陳中行

龔偉達 三等獎 小五                       陳中行

蘇嘵明 三等獎 小五                       陳中行

陳家威 三等獎 小六                       陳中行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瑋銘 優異獎 小四                       梁婉琴

雷滙宏 優異獎 小四                       梁婉琴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黃維諾 三等獎 小三                       袁國慶

黃子杰 優異獎 小三                       袁國慶

韋澤朗 優異獎 小四                       袁國慶

曾國棟 優異獎 小四                       袁國慶

翁純敏 優異獎 小四                       袁國慶

楊皓翔 優異獎 小五                       袁國慶

鄭遠哲 優異獎 小五                       袁國慶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聖公會基福小學聖公會基福小學聖公會基福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呂文蔚 優異獎 小四            林嘉康

謝有毅 三等獎 小六            謝盛業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俊軒 三等獎 小三                       吳驛廷

陳爵銘 三等獎 小三                       張詠賢

粱葦俊 三等獎 小三                       孫許宜

林巽良 三等獎 小三                       洪佩文

陳子韜 三等獎 小三                       孫許宜

潘廣健 優異獎 小三                       孫許宜

劉梓平 優異獎 小三                       洪佩文

黎錦謙 優異獎 小三                       洪佩文

李君源 優異獎 小三                       盧懿端

植國基 三等獎 小四                       張詠賢

林家浚 優異獎 小四                     歐陽會衡

吳兆洛 優異獎 小四                     歐陽會衡

唐偉浚 優異獎 小四                       阮孟凝

利瀚庭 優異獎 小四                     歐陽會衡

譚嘉樑 優異獎 小四                       趙均基

何鈺圻 二等獎 小五                       黃仲强

謝舜仲 二等獎 小五                       伍蘊寧

孔浩名 三等獎 小五                       黃仲强

李子匡 三等獎 小五                       黃仲强

黃建彰 三等獎 小五                       姜育熙

鄧柏濤 優異獎 小五                       李光明

曾家興 一等獎 第一名 小六                       黃仲强

張文睿 二等獎 小六                       李光明

陳浩禧 優異獎 小六                       李光明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聖方濟各英文小學聖方濟各英文小學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林潤生 二等獎 小五                       陳曉昕

鄧蘊慧 三等獎 小五                       陳曉昕

張詠詩 優異獎 小五                        邢毅

胡德瀚 優異獎 小五                       陳曉昕

李智聰 優異獎 小五                        邢毅

林浩阡 優異獎 小五                        邢毅

李藹欣 三等獎 小六                       陳曉昕

蔡曜聲 優異獎 小六                        邢毅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呂明康 二等獎 小五                       周雪琴

戚詠雯 二等獎 小五                       周雪琴

魏梓鋒 優異獎 小五                       周雪琴

許泳琳 優異獎 小五                       周雪琴

蔡禮鍵 優異獎 小五                       周雪琴

    鄭康城 優異獎 小五                       周雪琴

姜振豪 二等獎 小六                       周雪琴

江詠嵐 優異獎 小六                       周雪琴

何泳仁 優異獎 小六                       周雪琴

郭家昊 優異獎 小六                       周雪琴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何建生 二等獎 小五                       朱梅燕

陳鋒 三等獎 小五                       朱梅燕

莫藹盈 三等獎 小五                       朱梅燕

楊文軒 優異獎 小五                       朱梅燕

梁曉銘 優異獎 小五                       朱梅燕

文子康 優異獎 小五                       朱梅燕

光明學校光明學校光明學校光明學校

保良局志豪小學保良局志豪小學保良局志豪小學保良局志豪小學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小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新界區新界區新界區新界區))))

聖公會靈愛小學聖公會靈愛小學聖公會靈愛小學聖公會靈愛小學

2007 2007 2007 2007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曾文駿 優異獎 小四                       張國華

李翰霖 優異獎 小四                       陳穎君

葉俊延 三等獎 小五                伍金娥 / 李淑瑜

關諾桁 優異獎 小五                伍金娥 / 李淑瑜

莫權敬 優異獎 小五                伍金娥 / 李淑瑜

歐律緯 優異獎 小五                伍金娥 / 李淑瑜

凌穎珊 優異獎 小五                伍金娥 / 李淑瑜

李廷軒 優異獎 小五                      楊玉雲

余雅雯 優異獎 小五                      楊玉雲

鄭慶輝 優異獎 小五               伍金娥 / 李淑瑜

周卓鋒 二等獎 小六                嚴莉青 / 黃廸琪

楊玉華 三等獎 小六                      張美儀

周啓鏗 優異獎 小六                      張美儀

佘啓賢 優異獎 小六                      張美儀

江杰桐 優異獎 小六                嚴莉青 / 黃廸琪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曾英銓 三等獎 小五                       陳威儀

曾志樂 三等獎 小五                       陳威儀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黎綺彤 三等獎 小三 關星聯

陳璟峯 三等獎 小三 關星聯

佘梓夆 優異獎 小三 關星聯

戴嘉駿 優異獎 小三 關星聯

馮偉宸 一等獎 第一名 小四 關星聯

譚俊盈 二等獎 小五 關星聯

呂恩 三等獎 小五 關星聯

陳璟珊 優異獎 小五 關星聯

甘兆祺 一等獎 第一名 小六 關星聯

梁俊賢 一等獎 小六 關星聯

李健輝 一等獎 小六 關星聯

李梓源 一等獎 小六 關星聯

向婷彥 三等獎 小六 關星聯

佛教榮茵學校 佛教榮茵學校 佛教榮茵學校 佛教榮茵學校 ((((上午校上午校上午校上午校))))

星韻綜藝研習社星韻綜藝研習社星韻綜藝研習社星韻綜藝研習社

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梁耀威 三等獎 小三                       李家駿

李卓文 優異獎 小三                       李家駿

張展弘 二等獎 小五                       李家駿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梁育棋 三等獎 小六                       譚永成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梁加雋 優異獎 小三                       陳鳳心

曾耀棠 優異獎 小五                       陳鳳心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張天樂 三等獎 小五               柯麗娜 / 黃民建

周浩賢 三等獎 小五               覃樹邦 /  邵恒官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黎中平 三等獎 小六                       朱灼開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梁浩文 優異獎 小三                       廖詠琪

李灝雋 優異獎 小三                       廖詠琪

鄭淇鋒 優異獎 小三                       廖詠琪

吳萬維 優異獎 小三                       廖詠琪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午校上午校上午校上午校))))

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禾輋信義學校

青松侯寶垣小學青松侯寶垣小學青松侯寶垣小學青松侯寶垣小學

石湖墟公立學校石湖墟公立學校石湖墟公立學校石湖墟公立學校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路德會梁鉅鏐小學路德會梁鉅鏐小學路德會梁鉅鏐小學((((下午部下午部下午部下午部))))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潘凱健 二等獎 小三                       李詠詩

黃俊熹 二等獎 小三                       李詠詩

梁家銘 三等獎 小三                       李詠詩

鄒天諾 三等獎 小三                       李詠詩

倫朗悅 優異獎 小三                       李詠詩

梁穎珊 三等獎 小五                       李詠詩

盧兆恆 優異獎 小五                       李詠詩

蕭智揚 優異獎 小五                       李詠詩

賴曉樂 優異獎 小五                       李詠詩

周卓熙 三等獎 小六                       李詠詩

康建威 優異獎 小六                       李詠詩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關朗謙 優異獎 小五                       邱宗標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李卓謙 二等獎 小六                       簡惠英

黎健禧 優異獎 小六                       歐綺霞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上午校上午校上午校上午校))))

聖公會主風小學聖公會主風小學聖公會主風小學聖公會主風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