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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子穎 一等獎 小三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胡祖威

嚴耀華 三等獎 小三 天主教善導小學 N

洪子軒 三等獎 小三 青松侯寶垣小學 梁惠娟

黃奕齊 三等獎 小三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N

陳尚文 三等獎 小三 喇沙小學 N

文栢栓 優異獎 小三 天主教善導小學 N

林釔熺 優異獎 小三 青松侯寶垣小學 梁惠娟

蘇國偉 優異獎 小三 天主教善導小學 N

麥梓恆 優異獎 小三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N

陳悅施 優異獎 小三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N

張展豪 一等獎 第一名 小四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葉倩瑜

林滌恆 二等獎 小四 喇沙小學 黃潔薇

歐禮灝 二等獎 小四 聖若瑟小學 N

翁瑞廷 三等獎 小四 九龍塘書院(小學部) N

梁銘峰 三等獎 小四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N

翟梓峯 三等獎 小四 寶血會伍李明紀念學校(上午校) 羅燕琼

李昱謙 三等獎 小四 喇沙小學 李偉強

黃子謙 三等獎 小四 喇沙小學 黃聯興

周俊軒 三等獎 小四 喇沙小學 N

歐陽梓風 優異獎 小四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許慧兒

楊希予 優異獎 小四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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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鑒於各個團體參賽學生人數不同，所以各團體獲獎學生人數都會

有差異，此項結果只能作為《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賽果之參考，如發覺

獲獎名單內有任何資料錯誤，請即電郵通知修改,

*   電郵：xiwanbei@yahoo.com.hk

凡獲金銀銅獎的小學六年級學生及中學三年級學生，均可報考2008希望杯

國際數學總決賽，與希望杯各國參賽獲獎者進行國際數學總決賽比試較量

，報名者；請於賽果公佈後兩周內電郵報名，報考費用$200元 (銀行入數或

郵寄支票, 支票 抬頭：【希望杯】即可。總決賽日期為2008年8月23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 (小學組)及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時三十分 (中學

組)，競賽地點將於8月15日網站公佈。考生亦可參加《希望杯》舉辦的國

際數學總決賽夏令營，與參賽國考生進行交流及學習，並於8月23日當天進

行總決賽，詳請網站內瀏覽 www.xiwanb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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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卓恒 優異獎 小四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N

周栢然 優異獎 小四 拔萃小學 梁寶珠

黃諾峰 優異獎 小四 香港潮陽小學 錢志宏

王浩桐 優異獎 小四 嘉諾撒小學 陳榮坤

溫澤朗 優異獎 小四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N

梁君豪 優異獎 小四 青松侯寶垣小學 覃樹邦

劉浚 優異獎 小四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N

溫文傑 優異獎 小四 青松侯寶垣小學 覃樹邦

龔亮愷 優異獎 小四 喇沙小學 N

何宇韜 優異獎 小四 喇沙小學 N

張煒星 優異獎 小四 喇沙小學 N

陳彥行 優異獎 小四 喇沙小學 N

鄭嘉駿 一等獎 小五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張振

陳劭勤 二等獎 小五 海壩街官立小學 N

林俊諺 二等獎 小五 北角循道學校(上午校) 阮麗琴

卜瑋則 三等獎 小五 九龍民生書院 N

吳祖謙 三等獎 小五 喇沙小學 N

鄧迪文 三等獎 小五 喇沙小學 N

許晉誠 三等獎 小五 慈幼英文學校(小學部) 邱宗標

何煥琳 三等獎 小五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N

梁樂熙 三等獎 小五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劉老師

黃耀文 三等獎 小五 民生書院(小學部) N

劉澤勇 三等獎 小五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上午校 N

廖婉彤 三等獎 小五 瑪利修院學校(小學部) N

吳浩兒 優異獎 小五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N

馮偉宸 優異獎 小五 元中校友會小學 N

任熺彤 優異獎 小五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N

邵煒驊 優異獎 小五 聖公會基德小學 N

程瑋星 優異獎 小五 滬江小學 N

鄧煒鋒 優異獎 小五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李艷華

楊倩儀 優異獎 小五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陳中行

羅觀宇 一等獎 第一名 小六 李陞小學 陳守恩

許百楠 一等獎 小六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上午校)    徐玉清 

汪澤康 二等獎 小六 喇沙小學 N

鄭樂怡 二等獎 小六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陳老師

張學勤 二等獎 小六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陳中行

李彥恒 三等獎 小六 基灣小學(愛蝶灣) 阮綺萍

鄭國邦 三等獎 小六 喇沙小學 N

鄭彥隆 優異獎 小六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將軍澳) N

關澤彥 優異獎 小六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