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華數之星”(澳門區選拔賽) 獲獎名單 

 四級 (適用於初中二、三年級學力水準的青少年) 

一等獎 

澳門培正中學 S2A 梁嘉浩 

澳門培正中學 S2A 施人銘 

濠江中學 初三（9） 黃子夏 

濠江中學 初三（8） 卓嘉興 

濠江中學 初三（8） 陳景默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B 洪祟博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B 陳祈恩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D 鍾耀駿 

 

二等獎 

粵華中學 F3C 李煒然 

粵華中學 F3C 魏致衡 

澳門培正中學 S2A 馮逸賢 

澳門培正中學 S2A 鄭啓揚 

澳門培正中學 S2A 陳瑋浩 

濠江中學 初三（9） 林明心 

濠江中學 初三（8） 盧俊燁 

濠江中學 初二(8) 梁家誠 

濠江中學 初二(9) 許睿翔 

濠江中學 初三（9） 戴華韜 

濠江中學 初三（8） 李錦城 

濠江中學 初三（8） 黃天翊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B 吳諾陽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2C 李紫軒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D 聶駿鴻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2B 鄧穎芯 

 

三等獎 

東南學校 初三 A 趙文斌 

東南學校 初二 A 蘇祐鉦 

東南學校 初三 A 歐立峰 

東南學校 初三 B 王曉潼 

東南學校 初三 A 黃景培 

東南學校 初二 B 鄭雅怡 

東南學校 初二 B 劉加祺 

東南學校 初三 B 陳海琪 

教業中學 初三 梁浩文 

粵華中學 F3A 何成殷 

粵華中學 F3B 關天穎 

粵華中學 初二丁 蔡嘉曦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三乙 李錦傑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三丙 蕭景賢 

澳門浸信中學 初三 黃巧桐 

澳門浸信中學 初二 鍾柏霖 

澳門浸信中學 初三 許晉維 

澳門浸信中學 初二 關振龍 

澳門浸信中學 初二 林錦萱 

澳門浸信中學 初三 何志揚 

澳門浸信中學 初二 劉樂潼 

澳門浸信中學 初三 楊玄濤 

澳門培正中學 S2A 蔡垂澤 

澳門培正中學 S2B 葉豪翔 

澳門培正中學 S2A 鄭子謙 

澳門培正中學 S2A 鄭宇軒 

濠江中學 初二(9) 區永權 

濠江中學 初三（8） 陳湛霖 



濠江中學 初三（9） 郭靖珩 

濠江中學 初三（8） 譚展昇 

濠江中學 初三（9） 李尊驰 

濠江中學 初三（8） 黃湘堯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2C 廖子瑩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A 麥鈞廸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C 吳漪桐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2C 王信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A 古彥晴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A 梁柏文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A 黃子天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A 陳寶儀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C 黃英倫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D 施宇軒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B 黃蔚昕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2C 温銘基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2D 季知墨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2D 林政楊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A 吳嘉鏇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B 羅智仁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3A 陳穎雨 

 

參賽獎 

東南學校 初二 B 郭梓俊 

東南學校 初二 B 麥浩庭 

東南學校 初三 A 劉澤男 

東南學校 初二 A 陳義東 

東南學校 初二 A 許婕妤 

東南學校 初二 B 陳智捷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三乙 鍾雯欣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二丙 許詠琛 

澳門浸信中學 初二 許麗瑩 

澳門培正中學 S2B 林頌熹 

澳門培正中學 S2A 黃莉茵 



三級 (適用於初中一年級學力水準的青少年) 

一等獎 

澳門培正中學 S1A 林鉑洪 

澳門培正中學 S1A 張藝鐘 

澳門培正中學 S1B 邱焯楠 

濠江中學 初一（7） 馮毅軒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D 蔡卓航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B 吳家熙 

 

二等獎 

東南學校 初一 A 吳銳豪 

澳門培正中學 S1A 陳柏諭 

澳門培正中學 S1A 袁皓哲 

澳門培正中學 S1B 陳鶴珣 

濠江中學 初一（7） 歐陽銘儀 

濠江中學 初一（8） 詹蕾 

濠江中學 初一（8） 張健成 

濠江中學 初一（7） 謝宗霖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C 鄧愷璋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D 薛珏禮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C 許爾泰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D 蕭如瀚 

 

三等獎 

東南學校 初一 A 甘文彬 

東南學校 初一 A 朱鎬庭 

東南學校 初一 A 余冠縈 

東南學校 初一 A 李志豪 

東南學校 初一 A 李思婷 

東南學校 初一 A 楊諾盈 

粵華中學 初一丁 范子駿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乙 王柏廷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丙 王樂豪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丙 郭穎欣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丙 黃嘉熙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丙 楊錦萬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丙 葉利鋒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丙 黎梓賢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丙 羅昊然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初一甲 楊展榮 

聖羅撒中文部 初一 黃悅 

澳門浸信中學 初一 童咏媚 

澳門浸信中學 初一 謝嘉穎 

澳門浸信中學 初一 謝金 

澳門浸信中學 初一 王震 

濠江中學 初一（8） 郭嘉洛 

濠江中學 初一（8） 譚皓華 

濠江中學 初一（8） 陳思妤 

濠江中學 初一（8） 張睿熙 

濠江中學 初一（6） 郭康鑫 

濠江中學 初一（7） 龔梓煊 

濠江中學 初一（7） 黃家寳 

濠江中學 初一（8） 鄧曉傑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A 李保儀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B 鄺愛儀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C 王康澤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B 陳文軒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D 陳唯霆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A 陳建暉 

 

參賽獎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B 陳韋諾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S1C 唐鑠懿 

 

 

 

 



二級 (適用於小學五六年級學力水準的青少年) 

一等獎 

教業中學 小六 張紫暘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五愛 曾子瑜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六信 劉啟枝 

澳門培正中學 P5A 何彥樂 

澳門培正中學 P6A 梁正樂 

澳門培正中學 P6A 吳奕軒 

澳門培正中學 P6A 李迪朗 

澳門培正中學 P6B 曾煒彬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小六 杜雨哲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C 郭雨萌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D 黃一惟 

 

二等獎 

中德學校 小六 葉聖哲 

中德學校 小六 黎宇軒 

教業中學 小六 林霈鋒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六愛 梁櫻彤 

澳門培正中學 P6A 陳芷澄 

澳門培正中學 P6A 劉巧盈 

澳門培正中學 P5A 羅天逸 

澳門培正中學 P6B 李永雋 

澳門培正中學 P6B 曾卓謙 

澳門培正中學 P5A 張樂怡 

澳門培正中學 P5A 魯慕瑤 

澳門培正中學 P5B 張譽騰 

澳門培正中學 P5B 麥俊希 

澳門培正中學 P5B 楊永怡 

澳門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五 A 鍾浩雲 

鮑思高粵華小學 小六 李嘉熙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5B 陳天澤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C 陸恒宇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C 何浩楠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B 陳卓謙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C 黃永鏗 

 

三等獎 

中德學校 小六 張煒祺 

中德學校 小六 蔡辰霖 

中德學校 小五 洪宇澤 

中德學校 小五 郭梓悅 

中德學校 小六 陳拓郎 

中德學校 小五 歐凱寧 

中德學校 小六 葉敏秀 

中德學校 小六 施震堯 

中德學校 小六 彭慕橙 

中德學校 小五 羅李心彤 

培道中學(南灣) 五年級 黃瑋琳 

培道中學(南灣) 六年級 宋子豪 

培道中學(南灣) 六年級 黃仁顥 

教業中學 小六 施昕彤 

慈幼中學(小學) 小五丁 劉裕安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曾浚軒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楊惠茹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黃宇韜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李明海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曾昊賢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丙 黃藝飛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余曉藍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李美倩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五望 蔡嘉嘉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六望 張家堯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五信 賀志森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六信 曾煒翔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五望 何樂兒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六愛 陳洛駿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五信 余玥瑩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五愛 曾子琳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六望 黃子嫣 

澳門培正中學 P6B 陳子翹 



澳門培正中學 P5B 陳柏霏 

澳門培正中學 P6B 萬秀英 

澳門培正中學 P5B 陳上禮 

澳門培正中學 P6A 潘逸希 

澳門培正中學 P6B 李卓翹 

澳門培正中學 P6B 譚淳太 

澳門培正中學 P5A 李倬霖 

澳門培正中學 P5A 黃巧嵐 

澳門培正中學 P5B 吳孝謙 

澳門培正中學 P5B 梁啟賢 

澳門培正中學 P5C 劉卓峯 

澳門培正中學 P6B 胡溢朗 

澳門培正中學 P5A 張兆鋒 

澳門培正中學 P6A 葉佩淇 

澳門培正中學 P5A 邱紫函 

澳門培正中學 P6A 鍾文皓 

澳門培正中學 P6A 馬幸臨 

澳門培正中學 P6A 魏凱文 

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六 B 何庭樂 

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六 A 王梓傑 

鮑思高粵華小學 小六 蘇喜誠 

鮑思高粵華小學 小五 劉亦恒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5A 黃星宇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5B 梁天朗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B 關浩銘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5C 吳璟俊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A 劉栢妍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D 鮑陽明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A 沈律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6C 區嘉豪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5C 丘銘豪 

 

參賽獎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林駿威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五甲 曾浚恩 

澳門培正中學 P5B 梁靖泓 



澳門培正中學 P5B 梁樂晞 

澳門培正中學 P6A 梁志美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5B 趙頌恆 

 

 

 

 

 

 

 

 

 

 

 

 

 

 

 

 

 

 



初級 (適用於小學三四年級學力水準的青少年) 

一等獎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三乙 鄧雨強 

澳門培正中學 P4E 李子舜 

澳門培正中學 P4A 林鉑滔 

澳門培正中學 P4A 區叡恆 

澳門培正中學 P4B 馮悅賢 

澳門培正中學 P3D 黃宇彬 

澳門培正中學 P4D 劉晉亨 

澳門培正中學 P4E 關子傑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4B 毛愷成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4A 余汶憲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A 吳昊陽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E 區叡其 

 

二等獎 

培道中學(南灣) 四年級 徐梓軒 

教業中學 小四 林瑋昊 

教業中學 小三 俆源澤 

教業中學 小三 曾梓軒 

教業中學 小四 劉嘉一 

慈幼中學(小學) 小三丁 趙寶霖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四望 張俊熙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四信 廖展華 

澳門培正中學 P4D 余灝仁 

澳門培正中學 P3B 李駿熹 

澳門培正中學 P3D 林鈞灝 

澳門培正中學 P3C 林暐然 

澳門培正中學 P4A 梁卓軒 

澳門培正中學 P4B 梁紫盈 

澳門培正中學 P3D 陸司朗 

澳門培正中學 P4D 黃荻翹 

澳門培正中學 P4B 潘曉樂 

澳門培正中學 P4B 蔡浚謙 



澳門培正中學 P4D 賴承熹 

澳門培正中學 P3A 錢經天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A 朱智珩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D 陳健廷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4B 黃信希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E 楊富源 

 

三等獎 

培道中學(南灣) 三年級 甘海琦 

培道中學(南灣) 三年級 朱振言 

培道中學(南灣) 四年級 林孝賢 

培道中學(南灣) 三年級 林奕康 

培道中學(南灣) 四年級 黃迦穎 

教業中學 小三 何韵懿 

教業中學 小三 呂鈺濠 

教業中學 小三 林芷柔 

教業中學 小三 林梓陽 

教業中學 小三 俞睿泓 

教業中學 小三 施卓言 

教業中學 小三 胡卓宏 

教業中學 小三 馮文軒 

教業中學 小三 黃梓曦 

教業中學 小三 廖佩妤 

教業中學 小四 廖梓傑 

教業中學 小三 趙辰項 

教業中學 小三 蔡曦瑤 

教業中學 小三 駱明德 

教業中學 小三 鄺展熙 

教業中學 小三 鄺展灝 

教業中學 小四 羅世謙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三乙 王玥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三甲 林駿瀚 

新華學校(小幼) 小四乙 洪洢薴 

新華學校(小幼) 小四甲 洪珮嵐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三乙 馬慧茹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四愛 兵頭広一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四愛 吳珅愷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三善 徐銘晟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三望 梁宇喬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四信 梁家詠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三愛 陳梓軒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三善 楊宸瀚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三信 蕭嘉穎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三信 鄺子曦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四望 譚兆峰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三愛 蘇羨茹 

澳門培正中學 P4B 何君龍 

澳門培正中學 P3B 余韋霆 

澳門培正中學 P3B 李弘浩 

澳門培正中學 P3B 李柏熹 

澳門培正中學 P4C 李栩樂 

澳門培正中學 P3D 李善施 

澳門培正中學 P3A 徐旨樂 

澳門培正中學 P3E 張梓樂 

澳門培正中學 P3A 張曦予 

澳門培正中學 P3C 梅禮杰 

澳門培正中學 P3A 郭梓靖 

澳門培正中學 P3B 陳上揚 

澳門培正中學 P3D 陳焯樺 

澳門培正中學 P3B 陳樂祈 

澳門培正中學 P3D 彭裕祥 

澳門培正中學 P3E 曾子皓 

澳門培正中學 P4D 楊旻澄 

澳門培正中學 P4C 葉禮瑞 

澳門培正中學 P3E 歐陽天一 

澳門培正中學 P4E 鄧雨菲 

澳門培正中學 P4C 鄧諾軒 

澳門培正中學 P3A 鄭敬熹 

澳門培正中學 P3C 鄭董謙 

澳門培正中學 P3E 黎宇晴 

澳門培正中學 P3E 黎健朗 

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三 A 李睿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B 吳嫣琳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4E 阮浩嵐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C 胡朗然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4A 張宸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4E 馮柏堯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B 黃政霖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4A 傳景言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4B 劉子賢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3D 歐柏麟 

 

參賽獎 

培道中學(南灣) 三年級 禇臻鋆 

培道中學(南灣) 三年級 鄭綽楠 

教業中學 小三 麥灝朗 

教業中學 小三 黃駿朗 

教業中學 小三 鄧駿熙 

 

 

 

 

 

 

 

 

 

 

 

 

 

 

 

 

 

 

 

 

 

 



幼級 (適用於小學一二年級學力水準的青少年) 

一等獎 

教業中學 小二 張岱熹 

澳門培正中學 P2B 練嘉臣 

澳門培正中學 P1B 蔡雋言 

澳門培正中學 P1C 廖梓新 

澳門培正中學 P2B 黎泳琳 

澳門培正中學 P2B 謝皓匡 

澳門培正中學 P2C 沈以恆 

澳門培正中學 P2D 藍芊羽 

澳門培正中學 P2E 林思睿 

澳門培正中學 P1E 李德言 

澳門培正中學 P1A 王梓行 

澳門培正中學 P1B 蒲雋浠 

澳門培正中學 P1C 廖善衡 

澳門培正中學 P1D 劉玥彤 

澳門培正中學 P1D 劉維軒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2C 馮晟皓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2A 陳峻熙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2D 葉曉彤 

 

二等獎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鄺華俊 

教業中學 小二 陳陽洋 

教業中學 小二 胡諾言 

教業中學 小二 黃梓童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二善 吳柏昇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二善 陳駿軒 

澳門培正中學 P2A 何彥希 

澳門培正中學 P2A 余康妮 

澳門培正中學 P2A 胡溢晴 

澳門培正中學 P2B 李君堯 

澳門培正中學 P2B 李沛穎 

澳門培正中學 P2B 周玥蕎 

澳門培正中學 P2B 徐梓崴 

澳門培正中學 P2B 梅力昊 

澳門培正中學 P2C 何泓楷 



澳門培正中學 P2E 何柏均 

澳門培正中學 P2E 葉逸朗 

澳門培正中學 P2E 何曉暢 

澳門培正中學 P1A 麥俊毅 

澳門培正中學 P1B 楊尚哲 

澳門培正中學 P1C 李澤懋 

澳門培正中學 P1C 葉泳琛 

澳門培正中學 P1D 呂安彥 

澳門培正中學 P1D 楊沛澄 

澳門培正中學 P1E 葉卓霖 

澳門培正中學 P2A 伍庭禧 

澳門培正中學 P2A 李峻皓 

澳門培正中學 P2B 莫喬茵 

澳門培正中學 P2B 彭鎧禛 

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二 A 莊希政 

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一 A 黃梓駿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C 王芷涵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2A 張佩韋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2E 郭佑霆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C 王璟睿 

 

三等獎 

培道中學(南灣) 二級 吳焯禧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葉丰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黃筐儉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余經緯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李元熙 

培道中學(南灣) 二級 馬俊晞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陳敏熹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陳錦宏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徐芷彤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鍾妍希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施培鈞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孫梓祐 

培道中學(南灣) 二級 謝子軒 



教業中學 小二 陳俊皓 

教業中學 小二 高子樂 

教業中學 小一 鄧銘澤 

教業中學 小一 周嘉興 

教業中學 小二 尹思賢 

教業中學 小二 李梓樂 

教業中學 小二 鄒梓湕 

教業中學 小一 陳尚迪 

教業中學 小一 林啟道 

教業中學 小二 周佑泰 

教業中學 小二 陳妤芉 

教業中學 小二 蔡世豪 

教業中學 小一 梁真馨 

教業中學 小二 陳治豪 

教業中學 小二 徐梦熙 

教業中學 小二 陳駿天 

教業中學 小二 廖浩鈞 

教業中學 小二 蔣煌鎰 

教業中學 小二 陸楷智 

教業中學 小二 周彤燁 

教業中學 小一 曾文禧 

教業中學 小一 林茗妍 

教業中學 小一 鄒允希 

教業中學 小一 吳芊穎 

教業中學 小一 林啟璁 

慈幼中學(小學) 小二乙 趙梓睿 

慈幼中學(小學) 小二乙 陸詠熙 

慈幼中學(小學) 小二乙 歐陽卓霖 

慈幼中學(小學) 小二乙 李詠翀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二乙 田思鈿 

新華學校(小幼) 小二丙 鄭凱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一丙 勞卓昊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一乙 姚佳妮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一丙 陳靜菲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一丙 梁心怡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一丙 江瑞甜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二信 蘇浩平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二望 樊俊穎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二愛 高子晴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二信 林建銘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二望 洪悅銘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二愛 甘華深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一信 劉書宏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一信 鍾鈺瀅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一愛 黃浩鑾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一愛 黃思齊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一望 鍾健語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一望 王彥淇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一善 陳諾怡 

澳門培正中學 P2B 羅靖翹 

澳門培正中學 P2D 許子昊 

澳門培正中學 P2D 陳思瀚 

澳門培正中學 P2D 馮子懿 

澳門培正中學 P2D 黃宇廷 

澳門培正中學 P2E 阮子桓 

澳門培正中學 P2E 林灝鍚 

澳門培正中學 P1A 羅朗琦 

澳門培正中學 P1D 麥睿峯 

澳門培正中學 P1E 林霆晞 

澳門培正中學 P1E 顏煦霖 

澳門培正中學 P2A 張思行 

澳門培正中學 P2C 崔韓妃 

澳門培正中學 P2D 張綺晴 

澳門培正中學 P1A 林敬晉 

澳門培正中學 P1C 何澔諺 

澳門培正中學 P1C 鄧禮天 

澳門培正中學 P1C 蘇凡越 

澳門培正中學 P1C 蘇奕宇 

澳門培正中學 P1D 麥俊宏 

澳門培正中學 P1B 陳上懿 

澳門培正中學 P1C 馮皓然 

澳門培正中學 P1E 李明澔 

澳門培正中學 P1E 區雅萱 

澳門培正中學 P2C 胡諾珩 



澳門培正中學 P2C 黃天譽 

澳門培正中學 P1C 李卓謙 

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二 A 莊希佑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E 丁晟桓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E 費明李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2E 侯和康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C 梁振宇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C 歐柏妍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D 紀羽桐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E 李汶恩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A 李梓睿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A 黃澤楓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D 蔡羽晴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E 高塋茵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E 蔡羽鈞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D 彭鈺茵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A 梅晞怡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B 譚峻宇 

 

參賽獎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陳昕楠 

培道中學(南灣) 一年級 張凱嵐 

教業中學 小一 羅健銘 

教業中學 小一 李啟霖 

慈幼中學(小學) 小二乙 梁浩政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一乙 陳弘舉 

新華學校(小幼) 小一乙 吳昊陽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小一善 林佑錡 

澳門培正中學 P1B 袁梓荃 

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一 A 陳蘢安 

培道中學氹仔小學分校 小一 A 胡珊源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A 何浩璋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P1D 楊鎧欣 

 

***獲獎名單由北京“華數之星”青少年數學大會(原“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

請賽”)組委會核准，並發出獲獎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