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澳門賽區決賽

名次 參賽編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學校名稱

1219 澳門培正中學 張証然 澳門培正中學

1220 澳門培正中學 方澍 澳門培正中學

1231 澳門培正中學 吳致遠 澳門福建學校

1235 澳門培正中學 譚子弘 菜農子弟學校

1139 澳門福建學校 蔡銀鑌 菜農子弟學校

1122 菜農子弟學校 陳嘉熙 慈幼中學(小學部)

1127 菜農子弟學校 羅森桓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1260 慈幼中學(小學部) 黃浩然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1254 慈幼中學(小學部) 梁栢韜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1376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羅瑋濂 鏡平學校(小學部)

1348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關星陸 鏡平學校(小學部)

1413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楊善珩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1403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古傑朗 聖家學校

1404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左淦文 聖玫瑰學校

1160 鏡平學校(小學部) 袁中原

1151 鏡平學校(小學部) 劉子鵬

1162 鏡平學校(小學部) 黃倩盈

1156 鏡平學校(小學部) 許光輝

1152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沛澤

1291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林敏儀

1297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黃嘉瑋

1289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梁軒威

1014 聖家學校 劉潔怡

1399 聖玫瑰學校 聶嘉輝

1208 培道中學小學部分教處 姜河清

1012 聖家學校 吳梓琪

1039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黃琬童

1041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江梓立

1052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葉文軒

1042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梁仲維

1033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孫家瑩

1044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凌嘉禧

1043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劉杫熹

1091 澳門坊眾學校 劉家宜

1097 澳門坊眾學校 謝玉枝

1087 澳門坊眾學校 李紫葶

1223 澳門培正中學 余兆嵐

1227 澳門培正中學 許詠晴

1233 澳門培正中學 顏俊徫

1238 澳門培正中學 葉俊濠

1232 澳門培正中學 陳浩徽

1113 菜農子弟學校 郭志燊

一等

二等

高小組優秀教師獎高小組得獎名單



1124 菜農子弟學校 陳鑫兒

1131 菜農子弟學校 胡俊謙

1253 慈幼中學(小學部) 吳浩申

1254 慈幼中學(小學部) 梁栢韜

1255 慈幼中學(小學部) 吳政鉉

1261 慈幼中學(小學部) 黃諾謙

1256 慈幼中學(小學部) 江皓熙

1404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左淦文

1406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李啓宇

1411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黃嘉敏

1374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禎豪

1358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怡婷

1166 鏡平學校(小學部) 張穎盛

1174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瀚霖

1157 鏡平學校(小學部) 黃文諾

1164 鏡平學校(小學部) 許皓翔

1176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金燕

1288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甄澄宇

1289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梁軒威

1299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戴立德

1300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鄭詩妍

1224 澳門培正中學 吳綽諺

1230 澳門培正中學 蔣文琪

1222 澳門培正中學 葉皓軒

1239 澳門培正中學 區灝賢

1314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李嘉詠

1305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梁靖兒

1328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周菀琳

1304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羅樂怡

1060 鮑思高粵華小學 劉澤仁

1213 培道中學小學部分教處 林芷愉

1128 菜農子弟學校 賀耀峰

1267 利瑪竇中學 張文翔

1130 菜農子弟學校 吳錦龍

1393 同善堂中學 張奕明

1311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荷莉君

1311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張洛怡

1332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趙珈琪

1324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陳美欣

1433 德明學校 歐陽泳彤

1072 鮑思高粵華小學 趙崇熙

1191 青洲小學 葉巧嵐

1003 聖家學校 劉碧藍

1012 聖家學校 吳梓琪

1013 聖家學校 張凱晴

1016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張子謙

二等

三等



1024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鐘叡灆

1026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陳銘欣

1040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李敏琪

1068 鮑思高粵華小學 黃顥言

1079 鮑思高粵華小學 李子睿

1089 澳門坊眾學校 杜綺文

1092 澳門坊眾學校 林志祥

1095 澳門坊眾學校 區穎琳

1108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歐陽子青

1125 菜農子弟學校 雍蔚霖

1132 菜農子弟學校 歐陽穎妍

1141 澳門福建學校 李洛

1143 澳門福建學校 張和俊

1149 鏡平學校(小學部) 薛浩斌

1153 鏡平學校(小學部) 冼健智

1154 鏡平學校(小學部) 葉韻琦

1155 鏡平學校(小學部) 蔡輝華

1165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麗凝

1169 鏡平學校(小學部) 林志恆

1172 鏡平學校(小學部) 陳子豪

1177 青洲小學 郭宜倩

1178 青洲小學 卓曉鎂

1182 青洲小學 黃嘉俊

1183 青洲小學 黃鈺塋

1190 青洲小學 余曉晴

1200 澳門浸信中學 蔡嘉琪

1210 培道中學小學部分教處 李麗華

1212 培道中學小學部分教處 戴昊延

1215 培道中學小學部分教處 何嘉傑

1226 澳門培正中學 郭熙朗

1228 澳門培正中學 張健庭

1248 慈幼中學(小學部) 賀栩濤

1250 慈幼中學(小學部) 區建威

1262 利瑪竇中學 許文薰

1264 利瑪竇中學 鍾澤亮

1265 利瑪竇中學 鍾智業

1273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郭家榮

1278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張鎮揚

1279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劉欣

1281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蘇澤棠

1286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馮熙洛

1292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鍾旻騫

1294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劉德暉

1295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袁思雅

1296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岑思穎

1301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陳月明

三等



1315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黃善怡

1318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蕭迪汶

1322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梁莉彤

1347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梁志輝

1352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雨可

1370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張綽航

1373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欣婷

1381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偉奡

1383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文迪

1391 同善堂中學 陳嘉華

1405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王瑞鴻

1421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徐梵曦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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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邵敏

彭文素

陳嘉欣

林甜茵

何景雲

陳杏芳

劉明藝 

王世澤

黃雙願

鄧海棠

黃天棋

江敏肯

王更華

林松孝

高小組優秀教師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