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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第22屆《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總決賽」。 

劉宇軒(6H)獲優異獎 

2. 「2013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劉宇軒(6H)獲五年級 亞軍及亞洲之星(香港) 

林其鋒(6H)獲五年級 銀獎 

羅靖淵(6H)獲五年級 銅獎 

3. 「2014『華盃』香港區初賽」 

劉宇軒(6H)獲六年級 冠軍   �黃 珉(2H)獲二年級一等獎 

劉亦菲(1P)獲一年級三等獎  鄭卓然(5R)獲五年級三等獎  孔維亮(2H)獲二年級優異獎 

4. 「全港十八區(灣仔區)小學數學比賽」 

急轉彎冠軍：劉宇軒(6H)，許庭瑋(6H)，陳俊傑(6H) 

創意解難冠軍：劉宇軒(6H)，許庭瑋(6H) 

智多星季軍：林其鋒(6H) 

全場亞軍：劉宇軒(6H)，許庭瑋(6H)，陳俊傑(6H) 

全場季軍：盧衍行(6H)，陳泓現(6H)，林其鋒(6H) 

   創意解難全港亞軍：劉宇軒(6H)，許庭瑋(6H) 

獎狀 獲表揚證書者姓名 

優異獎 劉宇軒(6H)，許庭瑋(6H)，陳俊傑(6H)，盧衍行(6H)，陳泓現(6H)，林其鋒(6H) 

優良獎 王業成(6H)，黃進傑(6H)，吳泰愷(6H)，梁熙進(6R)，黎宗銘(6R)，林啟諾(6R) 

5.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香港賽區)」，共61人。 

香港賽區 小一 P.1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二 P.2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三 P.3 個人賽 

1S 董天宙 二等獎 2H 黃㨗珉 一等獎 3H 林日韜 一等獎 

1S 張毅恆 二等獎 2H 曾恩樂 一等獎 3H 李俊晧 一等獎 

1H 簡悅麒 二等獎 2H 黃陞銘 一等獎 3H 卓逸然 一等獎 

1G 林鈞揚 二等獎 2H 鄭道寧 一等獎 3P 王逸天 二等獎 

1P 劉亦菲 二等獎 2H 吳卓軒 二等獎 3H 鄭德明 二等獎 

1S 周恩中 三等獎 2H 蔡振宇 二等獎 3P 林靖堯 二等獎 

1S 劉譽韜 三等獎 2P 潘海傑 二等獎 3P 丘栢迪 二等獎 

   2H 孔維亮 三等獎 3H 莊檹綦 二等獎 

   2G 許鈞皓 三等獎 3H 陳智謙 三等獎 

   2G 周約為 三等獎 3P 譚杰哲 三等獎 

   2R 黃愉 三等獎 3H 鄧文滔 三等獎 

   2G 杜昀叡 三等獎    

   2S 林珈希 三等獎    

   2P 陳雋彥 三等獎    

 

 

 

 



香港賽區 小四 P.4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五 P.5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六 P.6 個人賽 

4P 梁文仲 一等獎 5H 林日熙 一等獎 6H 劉宇軒 一等獎 

4P 李翹各 一等獎 5P 勞永逸 一等獎 6H 陳泓現 一等獎 

4R 陳柏陶 三等獎 5S 劉衍沂 一等獎 6H 林其鋒 一等獎 

4P 駱嘉志 三等獎 5H 虞肇軒 二等獎 6R 梁熙進 一等獎 

4P 張俊樂 三等獎 5P 何梓名 二等獎 6H 許庭瑋 一等獎 

   5P 陳歷詳 二等獎 6H 庾文津 一等獎 

   5P 葉卓燃 二等獎 6H 羅靖淵 二等獎 

   5P 帥皓然 二等獎 6R 余子軒 二等獎 

   5S 檍長庭 三等獎 6P 黃逸飛 二等獎 

   5R 鄭卓然 三等獎 6H 盧衍行 三等獎 

   5H 林千竣 三等獎 6P 蔡皓晴 三等獎 

   5H 鄭鈺樑 三等獎 6H 王業成 三等獎 

6.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華南賽區）晉級賽，共34人。 

華南賽區 小一 P.1 個人賽 華南賽區 小二 P.2 個人賽 華南賽區 小三 P.3 個人賽 

1H 簡悅麒 一等獎 2H 黃㨗珉 一等獎 3H 李俊晧 一等獎 

1G 林鈞揚 二等獎 2H 曾恩樂 一等獎 3P 丘栢迪 二等獎 

1S 張毅恆 二等獎 2H 黃陞銘 二等獎 3P 林靖堯 二等獎 

1S 劉譽韜 三等獎 2H 孔維亮 三等獎 3H 陳智謙 二等獎 

1S 周恩中 三等獎 2G 周約為 三等獎 3H 鄭德明 三等獎 

1S 董天宙 三等獎 2S 林珈希 三等獎    

1P 劉亦菲 三等獎 2R 黃愉 三等獎    

   2H 蔡振宇 三等獎    

 

華南賽區 小四 P.4 個人賽 華南賽區 小五 P.5 個人賽 華南賽區 小六 P.6 個人賽 

4P 梁文仲 一等獎 5H 林日熙 一等獎 6H 劉宇軒 特等獎 

   5S 劉衍沂 一等獎 6H 陳泓現 一等獎 

   5P 勞永逸 二等獎 6H 林其鋒 二等獎 

   5P 葉卓燃 二等獎 6H 盧衍行 二等獎 

   5P 何梓名 三等獎 6H 羅靖淵 二等獎 

   5P 帥皓然 三等獎 6P 黃逸飛 三等獎 

   5P 陳歷詳 三等獎    

7.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總決賽，共14人。 

 

總決賽 小一 P.1 個人賽 總決賽 小二 P.2 個人賽 總決賽小三 P.3 個人賽 

1S 劉譽韜 一等獎 2H 黃㨗珉 二等獎 3H 李俊晧 一等獎 

1S 張毅恆 二等獎 2H 蔡振宇 三等獎 3P 林靖堯 二等獎 

1S 董天宙 二等獎    3H 鄭德明 二等獎 

      3P 丘栢迪 三等獎 

 

 



總決賽 小四 P.4 個人賽 總決賽 小五 P.5 個人賽 總決賽 小六 P.6 個人賽 

   5S 劉衍沂 三等獎 6H 劉宇軒 特等獎 

      6H 林其鋒 一等獎 

      6H 羅靖淵 一等獎 

      6H 盧衍行 二等獎 

8. 「2014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選拔賽﹝香港賽區﹞」，共15人。 

小一組個人成績 小二組個人成績 小三組個人成績 

1H 簡悅麒 金獎 2H 黃㨗珉 金獎 3H 林日韜 金獎 

   2H 孔維亮 銀獎 3H 李俊晧 金獎 

   2P 陳雋彥 銅獎 3P 林其澧 銀獎 

   2H 羅栢朗 銅獎    

 

小四組個人成績 小五組個人成績 小六組個人成績 

4P 梁文仲 金獎 5H 林日熙 金獎    

   5P 勞永逸 金獎    

   5S 劉衍沂 金獎    

   5P 何梓名 銀獎    

   5P 帥皓然 銅獎    

   5P 葉卓燃 銅獎    

9.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2014（香港賽區）初賽」，共11人。 

小二組個人成績 小三組個人成績 小五組個人成績 

2H 黃㨗珉 金獎 3H 林日韜 金獎 5H 林日熙 金獎 

2H 黃陞銘 銀獎 3H 李俊晧 金獎 5P 勞永逸 金獎 

2H 孔維亮 銅獎 3H 卓逸然 金獎 5P 陳歷詳 銀獎 

      5P 何梓名 銀獎 

      5S 劉衍沂 銀獎 

10.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香港賽區﹞」(小三至小六)及「2014亞

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香港賽區﹞」(小一至小二)，共14人。 

小一組個人成績 小二組個人成績 小三組個人成績 

1H 簡悅麒 金獎 2H 黃㨗珉 金獎 3H 林日韜 金獎 

   2H 孔維亮 銅獎 3H 李俊晧 金獎 

   2H 羅栢朗 銅獎 3P 林其澧 銅獎 

 

小四組個人成績 小五組個人成績 小六組個人成績 

4P 梁文仲 金獎 5H 林日熙 金獎    

   5P 勞永逸 銀獎    

   5S 劉衍沂 銀獎    

   5P 何梓名 銅獎    

   5P 帥皓然 銅獎    

   5P 葉卓燃 銅獎    



11. 「2014 OLYMPRIX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國際陳盃香港區邀請賽)」 

�黃 珉(2H)獲得小二組亞軍 
孔維亮(2H)獲得小二組優異獎 

許鈞皓(2G)獲得小二組優異獎 

勞永逸(5P)獲得小五組金獎 

陳歷詳(5P)獲得小五組優異獎 

葉卓燃(5P)獲得小五組優異獎 

何梓名(5P)獲得小五組優異獎 

帥皓然(5P)獲得小五組優異獎 

劉衍沂(5S)獲得小五組優異獎 

李暐琪(5P)獲得小五組優異獎 

許庭瑋(6H)獲得小六組金獎 

陳泓現(6H)獲得小六組銀獎 

12. 「2014 OLYMPRIX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國際陳盃香港賽區決賽)」 

�黃 珉(2H)獲得小二組特等獎 

   勞永逸(5P)獲得小五組特等獎 

   劉衍沂(5S)獲得小五組二等獎 

   何梓名(5P)獲得小五組二等獎 

   陳歷詳(5P)獲得小五組二等獎 

   葉卓燃(5P)獲得小五組二等獎 

   帥皓然(5P)獲得小五組二等獎 

13. 「2014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劉宇軒(6H)和許庭瑋(6H)入選培訓。 

獎項 得獎者姓名 

計算競賽一等獎 劉宇軒(6H)，許庭瑋(6H) 

計算競賽三等獎 盧衍行(6H) 

數學競賽一等獎 劉宇軒(6H)，許庭瑋(6H) 

總成績一等獎 劉宇軒(6H)，許庭瑋(6H) 

總成績三等獎 盧衍行(6H) 

14.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六年級)」 

 劉宇軒(6H)獲得金獎 

 許庭瑋(6H)獲得銀獎 

15. 「2014年“亞洲杯”奥數之星創新思維國際邀請賽(香港賽區)初賽」 

小一組 小二組 

1H 簡悅麒 三等獎 2H �黃 珉 一等獎 

1P 劉亦菲 優異獎 2H 孔維亮 優異獎 

小五組 小六組 

5P 陳歷詳 二等獎 6H 劉宇軒 一等獎 

5P 勞永逸 三等獎    

中一組    



6H 劉宇軒 特等獎    

16. 「第19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決賽」， 

榮獲小學高年級組(劉宇軒(6H)，劉宇軒(6H)，陳俊傑(6H))---亞軍 

劉宇軒(6H)獲得個人二等獎 

劉宇軒(6H)獲得個人二等獎 

17. 「第二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4」，獲在2014年5月31日進入決賽 

劉宇軒(6H)獲得特等獎 

許庭瑋(6H)獲得二等獎 

陳泓現(6H)獲得二等獎 

白浩揚(6P)獲得三等獎 

陳俊傑(6H)獲得三等獎 

18.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五年級)」 

 勞永逸(5P)獲得金獎 

 林日熙(5H)獲得金獎 

 何梓名(5P)獲得銅獎 

 莊銘航(5P)獲得銅獎 

 鄭鈺樑(5H)獲得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