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015小一組比賽得獎名單

金獎 (44名)   (答對13題或以上)金獎 (44名)   (答對13題或以上)金獎 (44名)   (答對13題或以上)金獎 (44名)   (答對13題或以上)
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王卓昕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王繹嘉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石曉舜 寶血會思源學校
岑卓高 聖若瑟小學
胡芷晴 光明學校
馬朗善 英華小學
許栢鈞 聖若瑟小學
陳柏熹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黃俊稀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鄧永強 青松侯寶垣小學
關容浩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嚴偉誠 英華小學
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丁灝鋒 香港嘉諾撒學校
尹耀正 聖保羅書院小學
王昫晴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王迪臻 聖保羅書院小學
王愷裕 英華小學
朱鎮軒 聖保羅書院小學
江曜宏 港大同學會小學
李欣霖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沈顥麒 英華小學
林焯希 英華小學
柯卓琳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徐子豐 馬頭涌官立小學
張彥朗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梁日朗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梁逸晞 英華小學
梁敬謙 喇沙小學
陳孝翀 天主教柏德學校
陳銘得 英華小學
麥祉延 英華小學
麥浚軒 喇沙小學
曾冬健 英華小學
黃國桃 嘉諾撒聖心學校 (下午)
鄒卓嵐 英華小學
廖晧晴 鳳溪第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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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濬橋 英華小學
鄭然予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黎㛓彤 聖母小學
黎康同 喇沙小學
盧晉林 英華小學
戴柏蘅 九龍塘宣道小學
謝宇軒 聖保羅書院小學
鍾衍哲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銀獎 (76名) 銀獎 (76名) 銀獎 (76名) 銀獎 (76名) 
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方泓舜 聖若瑟小學
王子介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朱奕朗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何文滙 青松侯寶垣小學
余熯祈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吳浚維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李心寶 香港培正小學
李致遠 寶血會思源學校
李海慈 馬鞍山靈糧小學
李梓繽 光明學校
林諾熙 英華小學
倫天祐 天主教善導小學
梁永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許卓謙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許嘉誠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陳頌謙 上水宣道小學
温焯謙 寶血會思源學校
覃卓峰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馮  傲 聖保羅書院小學
黃侃余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黃梓哲 聖保羅書院小學
楊天丞 英華小學
葉向晟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葉家瑞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樊駿希 德信學校
鄧智仁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鄭梓軒 沙田官立小學
黎綽瑤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譚栩晴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文柏天 英華小學
王天瑞 喇沙小學
王朗然 香港培正小學
朱晉彥 天主教柏德學校
何承峻 英華小學
余明蔚 保良局錦泰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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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穎                     嘉諾撒聖心學校
吳家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下午)
吳祐晉 聖保羅書院小學
李卓穎 喇沙小學
李晉安 沙田官立小學
阮昊彥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卓俊言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施佩希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夏樂嘉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翁栢熙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郝子晴 青松侯寶垣小學
康翹 喇沙小學
張尚禮 喇沙小學
張晞朗 九龍塘宣道小學
張皓鈞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下午)
梁雅璧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梁樂祺 英華小學
莊以臨 英華小學
陳泇嵐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陳柏睿 聖若瑟英文小學
陳菁霖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陳煒琳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陳達熹 聖公會主愛小學
曾禹赫 鳳溪第一小學
馮佳愉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馮莃哲 英華小學
馮凱澄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黃正匡 英華小學
黃梓淳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楊俊僖 光明學校
楊傑凱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葉子漫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鄒曜禧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蕭政 北角官立小學
駱志森 英華小學
鍾潤楷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下午)
鄺子睿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鄺俊瑋 保良局錦泰小學
嚴韋麟 丹拿山循道學校
蘇文軒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顧卓男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銅獎 (140名)  銅獎 (140名)  銅獎 (140名)  銅獎 (140名)  
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文天藍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朱易希 粉嶺公立學校
朱俊霖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朱顥強 沙田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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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奇洛 德信學校
宋鎧朗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李秉健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李俊希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李恩瑜 黃埔宣道小學
招慧然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林芷晴 上水宣道小學
林城煜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金澤秀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姚子涵 粉嶺公立學校
柯朗筠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張朗彥 聖保羅書院小學
張慶煌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張澤炎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戚茵琪 寶血會嘉靈學校
莊正華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莊競樂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許心妍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許峻維 天主教善導小學
陳亨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陳律言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陳嘉熙 寶血會思源學校
曾朝謙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馮寶熙  寶血會嘉靈學校
黃晉軒 馬鞍山靈糧小學
黃祺溍 聖保羅書院小學
黃諾謙 深井天主教小學
黃鎵鋮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趙日希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潘梓宇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鄧芷樂 香港培正小學
鄭卓霖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鄭梓彤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鄭鈞澤 佛教慈敬學校
盧祉叡 香港培正小學
盧諾羲  寶血會嘉靈學校
鮑文樂 聖若瑟小學
薛泳翹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謝堯軒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羅建業 天主教善導小學
譚晉軒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譚康堯  寶血會嘉靈學校
關銳權 佛教慈敬學校
嚴朗天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尹凱霖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文敏希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方梓晉 英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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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錦基 光明學校
伍誠軒 光明學校
成子傑 光明學校
何志翹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何卓希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何彥熹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何漢琳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何肇霆 光明學校
余證滔 光明學校
李沛謙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李承俊 北角官立小學
李昊 保良局錦泰小學
李明軒 海霸街官立小學
辛家豪 喇沙小學
林心悅 沙田官立小學
林卓康 聖若瑟小學
林鍵希 聖博德學校
施肇泓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柯柏匡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柯曉潼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紀臻翹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胡倬榳 英華小學
胡皓程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胡曉彤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胡諾桐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范浩文 佛教慈敬學校
韋易成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徐偲晉 喇沙小學
袁鴻林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馬心瑤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馬卓熙 英華小學
馬誠鏗 蘇浙小學
張子灝 元朗商會小學
張芷蕎 光明學校
張晉維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張頌齊 聖三一堂小學
張蒨文 嘉諾撒培德學校
梁天毅 港大同學會小學
梁卓賢 光明學校
梁俊樂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梁崇謙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梁逸澄 嘉諾撒聖心學校
梁樂行 合一堂學校
莊勤毅 英華小學
陳均昊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陳卓詩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陳逸鉫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陳曉桐 保良局錦泰小學
陳澤亨 聖若瑟小學

2015小一組比賽得獎名單 P.5



陳寶欣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馮諾言 民生書院小學
黃心莜 光明學校
黃正晞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黃俊誠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黃祉諺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黃梓峰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黃梓臻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黃焯現 聖若瑟小學
黃琝殷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黃靖祺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黃睿 九龍禮賢學校
葉沛雯 佛教慈敬學校
董宗霖 聖若瑟小學
詹天賜 光明學校
劉友謙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劉尚衛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劉易旻 喇沙小學
劉俊傑 聖若瑟小學
劉建希 沙田官立小學
劉海琳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劉祖彤 喇沙小學
劉梓朗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樊宇恆 曾梅千禧學校
蔡郗因 青松侯寶垣小學
蔡曉桐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鄧馨冉 曾梅千禧學校
鄭伊婷 聖公會仁立小學
盧臻怡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蕭海朗 保良局陳溢小學
蕭逸熹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賴姻陶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下午)
薛曉慧 聖公會仁立小學
謝宗叡 英華小學
簡仲賢 聖保羅書院小學
簡俊彥 聖公會仁立小學
顏靖朗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羅祉謙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下午)
關天佑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關日熹 聖若瑟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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