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2020-2021 年度數學科得獎紀錄 

(更新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世界數學及解難

評估 

World Class 

Arena 

數學科和解難分析科

-兩科優秀 

5B 羅正喬、5D 區學銘、5D 郭俊榮 

6B 劉進溢、6B 梁譽慇、6B 黎澤恩 

6D 李軒舜、6D 林梓韜、6D 葉浚義 

6D 邱名駿、6D 黃穎晞 

數學科-優秀 5B 劉凱翹、5B 李君灝、5B 李心妤 

5B 林意臻、5B 林溢軒、5B 林琳 

5D 余嘉恒、5D 盧泊錡、5D 梁舜 

6A 陳若嵐、6B 張嘉純、6B 李樂哲 

6B 鄺銘然、6B 麥瑋洛、6B 黎綺婷 

6D 任珞瑤、6D 伍朗維、6D 何愷琳 

6D 余嘉晞、6D 周嵐沂、6D 李焯姸 

6D 鄧安盈、6D 陳東池、6D 黃棹謙 

6D 黃源邦、6D 黎泳琳 

數學科-良好 5B 孫樂玟、5B 方浚軒、5B 蔡梓瑩 

5B 黃家熙、5B 黎旭昇、5D 丁俊瑋 

5D 李依諾、5D 李倩甄、5D 林易樂 

5D 楊凱恩、5D 鄒珽匡、5D 鄭怡琳 

5D 鄭紋慧、5D 黃凱琳、5D 黃希晴 

6A 容祺灃、6B 周凱柔、6B 張天穎 

6B 林嘉欣、6B 潘悅源、6B 陳雨謙 

6B 馬嘉敏、6D 孔慶霖、6B 麥湘 

6D 李嘉賢、6D 李宏毅、6D 梁曦怡 

6D 羅浩然、6D 鍾羽蕎、6D 陳晉霆 

6D 魏浩怡、6E 何希晴 

解難分析科-良好 5B 孫樂玟、5B 張承軒、5B 張海源 

5B 李君灝、5B 李心妤、5B 林意臻 

5B 林溢軒、5D 余嘉恒、5D 李倩甄 

5D 查善衡、5D 楊凱恩、5D 梁舜 

5D 鄒珽匡、5D 鄭怡琳、5D 黃凱琳 

6B 李樂哲、6B 潘悅源、6B 鄺銘然 

6B 陳雨謙、6B 馬嘉敏、6B 麥瑋洛 

6B 黎綺婷、6D 任珞瑤、6D 何愷琳 

6D 余嘉晞、6D 周嵐沂、6D 孔慶霖 

6D 李嘉賢、6D 李宏毅、6D 李焯姸 

6D 鄧安盈、6D 陳東池、6D 魏浩怡 

6D 黃棹謙、6D 黃源邦 



2020 網上小學數

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新會商會陳白

沙紀念中學 

團體總季軍 4B 趙政宇、4B 符朗峯、4B 郭康喬 

4B 黎澤樺、4B 劉冰佑、4D 蔡焯棋 

4D 洪尚亨、4D 祁厚誠、4D 莫傲言 

4D 譚兆衡、5B 張俊康、5B 林琳 

5B 林溢軒、5B 林意臻、5B 劉凱翹 

5B 馬正瑜、5D 區學銘、5D 查善衡 

5D 陳霆鏗、5D 余嘉恒、6B 陳雨謙 

6B 鄺銘然、6B 黎澤恩、6B 王楚軒 

6D 葉浚義、6D 李論、6D 李宏毅 

6D 黃棹謙 

小四組-冠軍 4B 劉冰佑 

小五組-冠軍 5D 陳霆鏗 

小五組-亞軍 5B 林意臻 

金獎 4B 劉冰佑、5D 陳霆鏗 

銀獎 5B 林意臻 

銅獎 4D 洪尚亨、5B 馬正瑜 5D 區學銘 

6B 陳雨謙 

2020 香港數學及

奧數公開賽 

香港兒童數學

協會 

數學組-殿軍 6D 周嵐沂 

數學組-銅獎 4E 黎珈御 

奧數組-銀獎 6D 周嵐沂、6D 魏浩怡、6D 黃棹謙 

奧數組-銅獎 4E 黎珈御 

數學奧林匹克比

賽 

九龍三育中學 金獎 4B 劉冰佑、4B 洪尚亨、4D 譚兆衡 

5D 陳霆鏗、5B 羅正喬、5D 余嘉恒 

5B 林意臻、6D 余嘉晞、6B 梁譽慇 

銀獎 4B 趙政宇、4B 周楚蕎、4B 嚴靜頤 

5D 鄒珽匡、5D 查善衡、5B 方𥫩雯 

5D 郭俊榮、5B 林溢軒、5D 丁俊瑋 

5D 黃凱琳、6B 張晧鋒、6D 黃源邦 

6D 葉浚義 

銅獎 4B 張雅詩、4B 符朗峯、4C 張志健 

4B 吳徑昊、4D 劉津嘉、5B 高逸晞 

5B 馬正瑜、5D 鄭紋慧、5D 葉思憫 

5B 黃柏淇、5B 施雪悠、6D 黃棹謙 

6D 李宏毅、6D 鍾羽蕎、6B 陳雨謙 

第七屆全港小學

數學挑戰賽

(2020-2021) 

香港天主教教

區學校聯會

(中學組)及香

港教育大學數

學與資訊科技

學系聯合舉辦 

優異獎 5D 鄒珽匡、5D 黃凱琳、5B 馬正瑜 

5D 陳俊仁、5B 方浚軒、5D 陳霆鏗 

5B 林意臻、6B 張晧鋒、6D 李宏毅 

6D 黃棹謙、6B 黃裕聰、6D 余嘉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