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第二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一得獎名單 (按姓氏筆劃數排列)

金獎 (16分或以上)
姓名 學校名稱
丁以行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王梓軒 英華小學
伍軒尚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朱皓軒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朱雋堯 英華小學
江昊臻 英華小學
何駿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余樂謙 英華小學
吳唯泰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吳翱正 九龍塘宣道小學
李炫龍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善言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愷諾 英華小學
李頌曦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卓子霖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周柏翹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林子睿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林逸琋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林德聖 英華小學
邱尚行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馬睿浠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梁智仁 宣道幼稚園
郭俊樂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陳天朗 英華小學
陳立言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冠豪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陳思靖 英華小學
陳珀瑜 英華小學
陳泰安 英華小學
陳梓琛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曾朗 聖公會基福小學
黃奕堯 聖若瑟小學
黃然生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詹胤汛 英華小學
雷善準 喇沙小學
暨柏朗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謝定恩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羅允祈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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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 (12-15分)
方貫仲 英華小學
叶馨蕾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甘梓敬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朱煒滔 陳瑞祺（喇沙）小學
朱懷舜 喇沙小學
吳俙霆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吳珀賢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吳啓曜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吳晞翔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吳瑀倢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李始鍇 陳瑞祺（喇沙）小學
李柏鋒 北角循道學校
李祉佑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浚揚 九龍塘宣道小學
李啓晉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善逸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冼揚德 德信學校
林君睿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林庭熹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林梓軒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姚尚翹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姚柏宇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唐譽萊 農圃道官立小學
徐浚叡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徐逸熹 根德園幼稚園
徐靖惟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翁日懷 喇沙小學
袁睿希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馬雋穎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張喜悦 民生書院小學
張湐蓢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梁珀朗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梁倬逸 英華小學
梁納端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梁頌翹 聖若瑟小學
許倬朗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陳心信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沛謙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泓睿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陳彥霖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陳星妍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陳晞瑜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陳梓韜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焯楠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焯鋒 英華小學
陳敬謙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語桐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曾啟彥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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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駿逸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馮浩澄 喇沙小學
黃天俊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黃祉翔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黃浚維 德信學校
黃靖嵐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黃熙恩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楊明臻 喇沙小學
溫朗逸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葉浩林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葛以仁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趙展進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蔡雨陶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蔡睿迅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鄧兆峯 光明學校
鄧胤熙 英華小學
鄭卓知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黎敬天 漢華中學(小學部)
薛梓喬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鍾沐天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鄺俊熹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羅曉琛 英華小學

銅獎 (6-11分)
于頌愉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方浩文 光明學校
王日信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司徒皓恩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伍駿和 陳瑞祺（喇沙）小學
朱凱盈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何子熙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何凱胤 喇沙小學
何景行 聖公會奉基小學
余律申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吳希因 喇沙小學
吳庭鍏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吳紫萱 光明學校
吳灝鈞 聖若瑟英文小學
李卓軒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明玥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李明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李明謙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律同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梓宏 喇沙小學
李雋樂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瀚軒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李灝揚 光明學校
卓永堯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林元森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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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琛 光明學校
林宏修 喇沙小學
林盈希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林滿豐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祁津 光明學校
姚柏熙 陳瑞祺（喇沙）小學
胡浩仁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徐珮蔚 聖公會基恩小學
徐景洋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馬梓軒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高哲謙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高銘錀 光明學校
區可溱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張天信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張以樂 喇沙小學
張立揚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張在遙 光明學校
張芷悠 拔萃女小學
張晨曼 弘立書院
張淳鏗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張凱舜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張嘉傑 喇沙小學
張駿滔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梁灝鋒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許淳博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郭柏楠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郭盈諾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子靖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柏然 聖若瑟英文小學
陳柏澔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陳柏韜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祉妤 光明學校
陳浚言 通德學校
陳海峯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陳祖澄 通德學校
陳凱琳 光明學校
陳嘉棟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陳樂熹 光明學校
陳翰霆 聖若瑟英文小學
陸子皓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陸敏晧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麥芓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彭日朗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曾傲男 九龍塘宣道小學
温靖游 九龍塘宣道小學
游卓熈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湯博文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黃智謙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黃楚燊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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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頌弦 光明學校
黃睿祈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黃臻灝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楊正德 聖公會基恩小學
楊承進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楊旻軒 漢華中學(小學部)
楊國盟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楊照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初小部)
楊學廷 聖若瑟英文小學
溫子樂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葉卓謙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葉昕澄 九龍塘宣道小學
葉穎霖 喇沙小學
葉翱謙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靳和哲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廖俊誠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劉欣潼 陳瑞祺（喇沙）小學
劉睿凱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劉寶蔚 光明學校
蔡妤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蔡梓雋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蔡頌謙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鄧鈞揚 光明學校
鄭允愉 光明學校
鄭恩銘 喇沙小學
鄭曉舜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閻俊熙 北角官立小學
駱政燁 光明學校
鮑奕熹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鮑約掀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鍾伯坤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簡約生 樂善堂劉德學校
藍文駿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顏浚霖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羅卓堯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譚志賢 喇沙小學
譚景豐 聖若瑟英文小學
蘇溢轁 光明學校
顧景岳 聖若瑟英文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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