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十三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

決賽獲獎名單公佈 

2018 年第十三屆 (南方杯)  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香港)獲獎名單公佈

通知 

 
凡在初賽及總決賽獲得金、銀、銅及優異獎的學生，證書及奬項將於四月一日開始發出。 

 
注意: 初賽獲得金、銀、銅獎的學生，奬項分別為金牌、銀牌、銅牌及證書，優異獎只有證書。

總決賽獲得金、銀、銅及優異獎的學生，奬項分別為奬盃及證書，優異獎只有證書。 

 
凡初賽報名是經學校或教育機構統一報名者，奬項及證書 (包括總決賽奬項及證書) 

全部統一安排學校或教育機構到本會領取，並由老師分發給予學生。 

 
凡初賽以個人名義報名的學生有參加初賽及總決賽的獲奬者，可到本會領取奬項及證書， 

另外獲優異奬者可選擇提供住宅地址給本會，並郵寄寄回證書。 

 
地址：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9-491號香港工業中心C座7樓C2室
領取時間：星期一至五 (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 

星期六 (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 
 

查詢請以 WhatsApp：  6062 1193 或  電話：  3596 7273。 

(注意：如學生名字或學校名稱打錯，請 WhatsApp 6062 1193 通知我們，以便統一修正) 
電話:3596 7273 電郵: hkomaths@yahoo.com.hk 

 
獲獎者姓名 

 
報考年級 

 
(幼稚園及小學) 

 
就讀學校 

 
決賽獲獎名次 

王奕喬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金獎 

丘蕊嘉 幼稚園 K3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金獎 

梁諾晞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銀獎 

趙汝桐 幼稚園 K3 迦南中英文幼稚園（沙頭角） 銀獎 

伍軒尚 幼稚園 K3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銅獎 

趙泓憲 幼稚園 K3 根德園幼稚園 銅獎 

林曉藍 幼稚園 K3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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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晞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銅獎 

譚靖允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銅獎 

周煒晴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銅獎 

吳栢裕 幼稚園 K3 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優異獎 

曾尚鉦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任晉彥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馮柏鏗 幼稚園 K3 培正幼稚園 優異獎 

陸思齊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梁栢堯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黃渭晉 幼稚園 K3 基督教中心幼稚園 優異獎 

譚雋諾 幼稚園 K3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高立騰 小學一年級 PLK HETA YUEN YUEN PRIMARY SCHOOL 金獎 

周經暐 小學一年級 高主教小學 金獎 

陳逸峯 小學一年級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銀奬 

黃建霖 小學一年級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銀奬 

巫卓軒 小學一年級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銀奬 

劉庭希 小學一年級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銀奬 

李恩浩 小學一年級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銅獎 

黃詩嵐 小學一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銅獎 

甄子進 小學一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銅獎 

郁宸言 小學一年級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銅獎 

黃彥臻 小學一年級 啟基學校 優異獎 

鄧朗然 小學一年級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優異獎 

楊皓晴 小學一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陳威霖 小學一年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優異獎 

洪欣彤 小學一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盧凱怡 小學一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陳靜寬 小學一年級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優異獎 

梁景飛 小學一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甘衍量 小學二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金獎 

何逸天 小學二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金獎 

陳浩朗 小學二年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金獎 

殷思朗 小學二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金獎 



黃謙喬 小學二年級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銀奬 

尹展能 小學二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銀奬 

張璟禧 小學二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銀奬 

陳逸軒 小學二年級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銀奬 

徐永諾 小學二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銀奬 

黃渭誠 小學二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銀奬 

何愷博 小學二年級 宏立書院（小學部） 銅獎 

黃諾晞 小學二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銅獎 

梁芷菁 小學二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銅獎 

吳尚哲 小學二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銅獎 

劉祉充 小學二年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銅獎 

朱家鏮 小學二年級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優異獎 

林倬匡 小學二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吳宇軒 小學二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優異獎 

林曉曈 小學二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優異獎 

林樂希 小學二年級 道教青松小學（山景） 優異獎 

金晉 小學二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優異獎 

 

張承源 小學三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金獎 

余浩鉦 小學三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金獎 

呂鴻銘 小學三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金獎 

羅帷中 小學三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銀獎 

黃啟睿 小學三年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銀獎 

魏安雅 小學三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銀獎 

周子森 小學三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銀獎 

梁丞禧 小學三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銅獎 

練卓嵐 小學三年級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銅獎 

黃健俊 小學三年級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銅獎 

丘景豐 小學三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銅獎 

葉柏圖 小學三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銅獎 

李諾晞 小學三年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銅獎 

吳澤光 小學三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楊焯麟 小學三年級 保良局錦泰小學 優異獎 

馮昊霖 小學三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優異獎 

汪翔 小學三年級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優異獎 

趙藝杰 小學三年級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優異獎 



蘇宏熹 小學三年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優異獎 

黎梓安 小學三年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優異獎 

 

殷旻洋 小學四年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金獎 

周星言 小學四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銀奬 

周敔瑤 小學四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銀奬 

黃梓睿 小學四年級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銀奬 

廖培翔 小學四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銀奬 

吳嘉雋 小學四年級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銀奬 

任曉航 小學四年級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銅獎 

單知淑 小學四年級 北角官立小學 銅獎 

李鎧潼 小學四年級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小學部） 銅獎 

黃鈞浚 小學四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銅獎 

曾頌喬 小學四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郭凱珀 小學四年級 啟基學校 優異獎 

方晞琳 小學四年級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優異獎 

周璟熹 小學四年級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優異獎 

巫宇軒 小學四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徐天賜 小學五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金獎 

陳恫暉 小學五年級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金獎 

唐書丞 小學五年級 軒尼斯道官立小學 金獎 

何柏陽 小學五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銀獎 

丁灝鋒 小學五年級 香港嘉諾撒學校 銀獎 

許慎行 小學五年級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銅獎 

霍皓鈿 小學五年級 聖類斯小學 銅獎 

李海慈 小學五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潘祉澔 小學五年級 鐘聲學校 優異獎 

黎俊言 小學五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梁珈瑜 小學五年級 聖公會基榮小學 優異獎 

蘇宏澔 小學五年級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優異獎 

張蘊之 小學五年級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優異獎 

陳卓釗 小學五年級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優異獎 

麥凱翹 小學五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涂鈞耀 小學六年級 天主教聖若望英文書院 金獎 

黃俊銘 小學六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銀獎 

陳朗翹 小學六年級 DIOCESAN PREPARATORY SCHOOL 銀獎 

莊瀚榛 小學六年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銅獎 

洪高進 小學六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銅獎 

羅舜泓 小學六年級 金錢村何東學校 優異獎 

譚梓軒 小學六年級 聖若望英文書院 優異獎 

黃智煜 小學六年級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優異獎 

蔡兆隆 小學六年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優異獎 

羅啟業 小學六年級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優異獎 

徐子軒 小學六年級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優異獎 

劉祉攸 小學六年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優異獎 
 
 
 
 
 

 
獲獎者姓名 

 
報考年級(中學) 

 
就讀學校 

 
決賽獲獎名次 

鄭尚弦 中學一年級 觀塘瑪利諾書院 金獎 

潘睿涵 中學一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銀獎 

鄧宇軒 中學一年級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銅獎 

 

黃延彰 中學二年級 香港培正中學 金獎 

林汶浩 中學二年級 喇沙書院 銀獎 

蔡錦鋒 中學二年級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銀獎 

趙彥智 中學二年級 聖保羅書院 銅獎 

勞譽誠 中學二年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銅獎 

馮磊 中學二年級 培僑中學 優異獎 

 

鍾卓楠 中學三年級 九龍華仁書院 金獎 

熊蘇婕 中學三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銀獎 

邱佰霖 中學三年級 救恩書院 銅獎 

許卓然 中學三年級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銅獎 

洪高源 中學三年級 聖馬可中學 銅獎 

溫倚樂 中學三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優異獎 



 
 
 

陳諾琳 中學四年級 G.T. (CELLEN YEUNG) COLLEGE 金獎 

朱浩 中學四年級 天水圍香島中學 銀獎 

黃毅澤 中學四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銅獎 

勞永逸 中學四年級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優異獎 

郭曉屏 中學四年級 天水圍香島中學 優異獎 

 

黃子烽 中學五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金獎 

鄧栩揚 中學五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銀獎 

林筠嵐 中學五年級 聖傑靈女子中學 銅獎 

黃喆 中學五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優異獎 

陳浩天 中學五年級 迦密柏雨中學 優異獎 

朱藝銘 中學五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優異獎 

李傳軒 中學五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優異獎 

 

鄧匡岐 中學六年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金獎 

陳樂曈 中學六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銀獎 

趙晙瑛 中學六年級 聖士提反書院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