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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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十月廿一日起由十月廿一日起由十月廿一日起由十月廿一日起辦事處將遷往辦事處將遷往辦事處將遷往辦事處將遷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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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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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諾進 一等獎 中一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張偉超賴蔚樂 一等獎 中一 拔萃男書院 ---王本初 二等獎 中一 喇沙書院 ---黎宇軒 二等獎 中一 喇沙書院 ---尹卓邦 二等獎 中一 喇沙書院 ---張子謙 二等獎 中一 喇沙書院 ---吳楨浩 二等獎 中一 拔萃男書院 ---劉詠琪 二等獎 中一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鍾卓謙 三等獎 中一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希淳 三等獎 中一 瑪利諾修院學校 ---郭建誼 三等獎 中一 拔萃女書院 ---黃梓瑩 三等獎 中一 拔萃女書院 李光明徐梓畯 三等獎 中一 拔萃男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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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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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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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希望杯希望杯希望杯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中學組 獲獎名單國際數學競賽 中學組 獲獎名單國際數學競賽 中學組 獲獎名單國際數學競賽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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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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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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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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永亮 優異獎 中一 神召會康樂中學 ---陳卓麟 優異獎 中一 喇沙書院 ---蘇振軒 優異獎 中一 喇沙書院 ---李天行 優異獎 中一 拔萃男書院 ---孫唯朗 優異獎 中一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鄧迪徽 優異獎 中一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余德 一等獎 中二 喇沙書院 ---嚴景毅 二等獎 中二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郭凱傑 三等獎 中二 喇沙書院 ---梁嘉晉 三等獎 中二 喇沙書院 ---羅啓晋 三等獎 中二 喇沙書院 ---張寶怡 三等獎 中二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Flora Poon陳子泰 優異獎 中二 喇沙書院  Keith Kwan陳冠達 一等獎 中三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謝詠揚 一等獎 中三 九龍華仁書院 ---鄧凱徽 一等獎 中三 香港華仁書院 ---李子庭 三等獎 中三 拔萃男書院 ---楊家澄 優異獎 中三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簡嘉賢 二等獎 中四 張祝珊英文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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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中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中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中學組 個人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 ((((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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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盧安迪 一等獎 中一 麥荻文馮彥楠 二等獎 中一 麥荻文劉振業 二等獎 中一 麥荻文譚卓賢 優異獎 中一 麥荻文賴欣棋 優異獎 中二 麥荻文黃允淇 一等獎 中三 麥荻文鄭逸峰 二等獎 中三 麥荻文温朗然 三等獎 中三 麥荻文梁敏峯 優異獎 中三 麥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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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鄭祐彰 優異獎 中一  陳港傳譚嘉樂 優異獎 中一  陳港傳林洋洋 優異獎 中三  陳港傳龐啓宏 優異獎 中三  陳港傳鍾孟鴻 優異獎 中三  陳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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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周彥澂 一等獎 中一 傅仕鵬蔡礎嶸 二等獎 中一 傅仕鵬余嘉倫 三等獎 中一 傅仕鵬歐律政 三等獎 中一 傅仕鵬余卓軒 一等獎 中二 傅仕鵬何啓彥 優異獎 中二 傅仕鵬李柏韜 優異獎 中二 傅仕鵬林浚逸 優異獎 中二 傅仕鵬陳易駿 一等獎 中三 傅仕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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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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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皇仁書院       皇仁書院       皇仁書院       皇仁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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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葉浩然 三等獎 中三 黃永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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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俞杏芳 優異獎 中三 霍安琪羅頌然 優異獎 中四(英文卷) 霍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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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陳柏樺 一等獎 第一名 中二 吳水拔李栢軒 二等獎 中三 吳水拔馬傑絲 優異獎 中三 吳水拔蔡昌興 優異獎 中三 吳水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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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劉娜 優異獎 中三 黃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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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李樂軒 二等獎 中三 吳重振

福建中學 福建中學 福建中學 福建中學 ((((北角北角北角北角))))

港島學校  港島學校  港島學校  港島學校  Island SchoolIsland SchoolIsland SchoolIsland School

培僑中學    培僑中學    培僑中學    培僑中學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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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鄭宗英 一等獎 第一名 中三 歐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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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楊卓叡 優異獎 中一 馮碧珊歐陽德盛 二等獎 中二 馮碧珊梁兆君 三等獎 中二 馮碧珊戚家銘 優異獎 中二 馮碧珊梁潔瑩 優異獎 中二 馮碧珊林騫 二等獎 中三 馮碧珊李翠顏 三等獎 中三 馮碧珊古康妮 三等獎 中三 馮碧珊林寧興 優異獎 中五 馮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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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梁健聰 二等獎 中一 劉偉雄黎俊熙 優異獎 中一 劉偉雄辜澤泳 優異獎 中一 劉偉雄蕭海峰 一等獎 中三 劉偉雄朱適 一等獎 中三 劉偉雄李顯龍 三等獎 中三 劉偉雄劉曜彰 優異獎 中三 劉偉雄潘挺鋒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劉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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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梁嘉男 優異獎 中三 劉靜鵬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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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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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立中學     可立中學     可立中學     可立中學     

聖言中學          聖言中學          聖言中學          聖言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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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姚俊傑 優異獎 中一 陳嘉華陳滿憑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梁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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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蔡焜鵬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金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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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勞翰楹 三等獎 中一 張美華朱迨 優異獎 中一 張美華鄭幗忻 優異獎 中一 張美華黃詩蓓 三等獎 中三 蔡銘哲劉倩溋 優異獎 中三 蔡銘哲鄧潔思 優異獎 中三 蔡銘哲龎伊婷 優異獎 中三 蔡銘哲高淑佳 二等獎 中四(中文卷) 蔡銘哲田芷蓓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蔡銘哲黃嘉慧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蔡銘哲黃詩蕙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蔡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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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王翎琪 三等獎 中三 詹燕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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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王重堯 優異獎 中二 ---盧麟健 優異獎 中三 ---孫子添 優異獎 中三 ---嚴可偉 優異獎 中三 ---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順利天主教中學順利天主教中學順利天主教中學順利天主教中學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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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李庭欣 優異獎 中三 劉啓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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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林曉汶 優異獎 中一 孔憲新陳若詩 優異獎 中五 孔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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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鄭昭彤 優異獎 中三 梁恩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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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唐逸雋 三等獎 中三 ---孫哲遠 優異獎 中三 ---許健朗 優異獎 中三 ---張友東 優異獎 中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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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李祐榮 一等獎 第一名 中一 鄭鈞傑趙世嘉 三等獎 中一 鄭鈞傑周卓軒 三等獎 中一 鄭鈞傑陳兆希 優異獎 中一 鄭鈞傑李兆倫 優異獎 中一 鄭鈞傑黄驛斯 優異獎 中二 鄭鈞傑譚志遠 二等獎 中三 鄭鈞傑鍾建華 二等獎 中三 鄭鈞傑莫智傑 二等獎 中三 鄭鈞傑葉學彬 一等獎 第一名 中四(中文卷) 鄭鈞傑龔重儀 三等獎 中四(中文卷) 鄭鈞傑黃嘉偉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鄭鈞傑

德雅中學      德雅中學      德雅中學      德雅中學      

華英書院華英書院華英書院華英書院

英華書院    英華書院    英華書院    英華書院    

上智英文書院 上智英文書院 上智英文書院 上智英文書院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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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劉俊城 三等獎 中三  魏煜明鍾智豪 三等獎 中四(中文卷)  陳志强林家榮 三等獎 中四(中文卷)  陳志强陳皓彬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黃思欣譚曉晴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陳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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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彭國輝 優異獎 中一  陳詠希陳嘉威 優異獎 中一  陳詠希王國成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梁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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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梅綽鎏 一等獎 中二  關劍忠趙浩麟 三等獎 中二  關劍忠陳威龍 一等獎 中三  關劍忠李愉欣 三等獎 中三  關劍忠何嘉鋒 優異獎 中三  關劍忠王靖堯 優異獎 中三  關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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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張煒業 一等獎 中一 關星聯鄧景楠 二等獎 中一 關星聯呂穎琪 三等獎 中一 關星聯鄧景謙 三等獎 中二 關星聯

元朗商會中學元朗商會中學元朗商會中學元朗商會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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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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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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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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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鄭梓桁 二等獎 中二                       洪慧德關仲明 三等獎 中二                       洪慧德吳東謙 優異獎 中二                       洪慧德李曉聰 三等獎 中三                       洪慧德陳智灝 三等獎 中三                       洪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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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區炳樑 三等獎 中一 劉子聰李家淇 優異獎 中一 劉子聰李保城 三等獎 中二 温玉華葉嘉宇 優異獎 中二 温玉華謝樂賢 優異獎 中二 温玉華戚榮華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潘志明鍾潤德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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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王家諾 二等獎 中一 林詠萍李裕軒 二等獎 中一 林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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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鍾文慧 優異獎 中一 龐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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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羅育庭 一等獎 中三 黃百雄

南屯門官立中學南屯門官立中學南屯門官立中學南屯門官立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崇真書院      崇真書院      崇真書院      崇真書院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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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馮子齊 三等獎 中一 曹錠邦林艮豪 優異獎 中一 曹錠邦馮偉豪 優異獎 中一 曹錠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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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黃澤維 二等獎 中一 ---梁卓賢 優異獎 中一 ---周健汶 三等獎 中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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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蘇文權 三等獎 中一 黃景偉梁卓明 優異獎 中一 黃景偉黃寶坤 優異獎 中一 黃景偉黃偉聰 二等獎 中二 黃景偉顏榮泰 三等獎 中二 黃景偉周子騏 三等獎 中二 黃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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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黃子峰 優異獎 中三 麥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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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蔡潤祥 優異獎 中一 陳仰發蔡萬里 優異獎 中一 陳仰發郭振英 三等獎 中三 陳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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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侯灝佳 優異獎 中二                       林若思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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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陳諾林 優異獎 中一 李耀祖趙汝洋 優異獎 中三 李耀祖蔡日朗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李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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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張國威 優異獎 中二                       蔡旭峰李汶靜 一等獎 中三                       劉佩芬廖偉安 優異獎 中五                       陳鴻鈞何嘉銘 優異獎 中五                       陳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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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郭賢澤 優異獎 中一                       唐偉雄盧嘉晉 優異獎 中二                       唐偉雄李卓聲 二等獎 中三                       唐偉雄莫東海 一等獎 中四(中文卷)                       唐偉雄黃景鉦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唐偉雄朱凱鳴 優異獎 中四(中文卷)                       唐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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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甯敏哲 一等獎 中二                       韋祖光徐嘉駿 二等獎 中二                       何嘉蘭楊詠琼 二等獎 中二                       韋祖光陳倬銘 三等獎 中二                       韋祖光陳嘉健 三等獎 中二                       韋祖光譚丞佑 優異獎 中三                       劉恵萍伍鋒明 一等獎 第一名 中四(英文卷)                       劉耀光龔偉冠 一等獎 中四(英文卷)                       劉耀光秦健聰 優異獎 中四(英文卷)                       劉耀光温智聰 優異獎 中四(英文卷)                       劉耀光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沙田蘇浙公學 沙田蘇浙公學 沙田蘇浙公學 沙田蘇浙公學 

迦密柏雨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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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林智傑 三等獎 中三                       劉維新龔雅雪 優異獎 中三                       劉維新黃健晉 三等獎 中四(英文卷)                       劉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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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李卓謙 優異獎 中一                       黃國偉胡廣文 優異獎 中一                       黃國偉林宇軒 優異獎 中二                       黃國偉陳偉杰 優異獎 中二                       黃國偉林慧敏 二等獎 中三                       程美儀廖浩鈞 三等獎 中三                       程美儀李文彥 三等獎 中三                       程美儀姚彬耀 優異獎 中三                       程美儀梁禮瑩 優異獎 中五                       黃國偉廖淑妍 優異獎 中五                       黃國偉王梓恒 優異獎 中五                       黃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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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陳嘉章 優異獎 中二                       高偉文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沙田官立中學沙田官立中學沙田官立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聖母無玷聖心書院聖母無玷聖心書院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