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年度數學校內賽 - 得獎名單 

2017 數學校內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2B 陳穎謙 冠軍 

2C 勞天濠 亞軍 

2B 劉梓曦 季軍 

2A 陳煜 優異獎 

2C 溫雅婷 優異獎 

2D 鄭穎天 優異獎 

   

3B 張禮堯 冠軍 

3D 林晉賢 亞軍 

3B 羅泓哲 季軍 

3A 梁家鏗 優異獎 

3D 陳建宇 優異獎 

3D 曹梓樑 優異獎 

   

4A 敖龍杰 冠軍 

4B 唐仲謙 亞軍 

4A 李敏誠 季軍 

4A 楊家灝 優異獎 

4A 楊世匡 優異獎 

4B 許嘉兒 優異獎 

   

5A 區芷菁 冠軍 

5A 溫晟揚 亞軍 

5A 賴藝瑤 季軍 

5A 黃靜琳 優異獎 

5A 吳錦富 優異獎 

5C 周晉泓 優異獎 

   

6D 朱健豪 冠軍 

6D 譚軼禧 亞軍 

6D 佘潁欣 季軍 

6B 彭廣林 優異獎 

6C 林玥儀 優異獎 

6C 陳景軒 優異獎 

 

  



2017-2018 年度數學校內賽 - 得獎名單 

速算比賽(17-18 上學期)-班首名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羅煒晴 班首名 

1B 陳俊源 班首名 

1C 何子淇 班首名 

1D 林峻軒 班首名 

2A 鄭愷羲 班首名 

2B 黃智傑 班首名 

2C 勞天濠 班首名 

2D 葉梓駿 班首名 

3A 朱洛賢 班首名 

3B 程竣謙 班首名 

3C 余健倫 班首名 

3D 林晉賢 班首名 

4A 李敏誠 班首名 

4B 許嘉兒 班首名 

4C 譚煒霖 班首名 

4D 胡順毅 班首名 

5A 區芷菁 班首名 

5B 姚凱晴 班首名 

5C 陳偉民 班首名 

5D 胡家滔 班首名 

6A 楊智勤 班首名 

6B 賴燦鵬 班首名 

6C 梁靜淇 班首名 

6D 朱健豪 班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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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算比賽(17-18 下學期)-班首名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陳致遠 班首名 

1B 陳俊源 班首名 

1C 何子淇 班首名 

1D 沈詩雯 班首名 

2A 鄧愷羲 班首名 

2B  班首名 

2C 勞天濠 班首名 

2D 葉梓駿 班首名 

3A 石梓鋒 班首名 

3B 張禮堯 班首名 

3C 陳雅藍 班首名 

3D 洪綾 班首名 

4A 李敏誠 班首名 

4B 唐仲謙 班首名 

4C 陳悦婷 班首名 

4D 胡順毅 班首名 

5A  班首名 

5B 林緯彬 班首名 

5C 陳偉民 班首名 

5D 胡家滔 班首名 

6A 楊智勤 班首名 

6B 彭廣林 班首名 

6C 陳亮言 班首名 

6D 朱健豪 班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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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專題研習(17-18) 

獎項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冠軍 1A 羅煒晴 1B 黃詠姿 1C 藍懿臻 1D 馮文晴 

亞軍 1A 謝紫慧 1B 楊樂琳 1C 張穎琳 1D 鄧朗軒 

季軍 1A 袁梓晴 1B 任梓晨 1C 何幸兒 1D 林亦晞 

 

冠軍 2A 鄭愷羲 2B 王鈊沂 2C 徐梓琳 2D 陳德朗 

亞軍 2A 梁婉欣 2B 劉梓曦 2C 彭栩陶 2D 吳玥澄 

季軍 2A 余凱琳 2B 梁頌詩 2C 張曉嵐 2D 周翱天 

 

冠軍 3A 李尚宇 3B 邵詠彤 3C 余可妍 3D 林晉賢 

亞軍 3A 石梓鋒 3B 羅泓哲 3C 余鎧政 3D 李浩揚 

季軍 3A 柯雅霖 3B 張玥堯 3C 謝曉婷 3D 鄧宇田 

 

冠軍 4A 王曉瑩 4B 劉芷言 4C 杜梓靖 4D 譚卓韻 

亞軍 4A 楊家灝 4B 吳子慧 4C 黃家康 4D 林啟峯 

季軍 4A 黃君豪 4B 陳明欣 4C 蔡穎思 4D 陳心盈 

 

冠軍 5A 李家毅 5B 張子健 5C 馮俊毅 5D 黃樂恆 

亞軍 5A 黃靜琳 5B 陳淑怡 5C 張綺晴 5D 徐心 

季軍 5A 潘小虎 5B 吳璟文 5C 周晉泓 5D 何宇舒 

 

冠軍 6A 張珈豪 6B 郭曉琳 6C 柯漪晴 6D 麥穎 

亞軍 6A 梁泳潼 6B 黎鈺栶 6C 黎逸朗 6D 謝霆賢 

季軍 6A 黃耀樑 6B 陳希怡 6C 陳景軒 6D 郭凱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