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總決賽已於 2016 年 3 月 27 日

圓滿結束。當日共有超過 6000 名數學精英出席，盛況空前，人數再創新紀錄！ 

 

特別鳴謝 深圳大學借出比賽場地，令比賽得以順利進行，並安排近百位工作人

員參與考務工作，以確保比賽井然有序。在此，組委會謹對參與本屆《華夏盃®》

工作付出過努力的工作人員表示感謝，更感謝廣大師生、家長對我們工作的配合

和支持。謝謝。 

 

港澳學生之成績已於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之比賽網頁 http://www.hkmo.com.hk 

公布，請各參賽者自行查閱。成績優異的參賽者將獲邀參加於 6 月 5 日舉行的

頒獎典禮（地點：香港嶺南大學），未獲邀出席頒獎禮或缺席頒獎禮的參賽者，

本會將不論參賽者的提名方式，一律於 5 月下旬通知參賽者所屬學校代為領取

獎項。 

 

最後，恭喜各位得獎學生。 

 

熱烈祝賀各級狀元及特等獎學生（見下頁） 

 



一年級： 

李天宙 深圳 狀元 

王大啟 深圳 特等 

殷皓陽 香港 特等 

朱志武 廣東 特等 

李湘雲 深圳 特等 

王康銘 香港 特等 

周子杰 深圳 特等 

劉二 廣東 特等 

趙暘 香港 特等 

鄧皓謙 香港 特等 

 

二年級： 

朱晨 深圳 狀元 

王愷裕 香港 特等 

尹耀正 香港 特等 

關容浩 香港 特等 

蔣武 重慶 特等 

嚴嘉飛 上海 特等 

梁逸晞 香港 特等 

任毅 深圳 特等 

張嘉銘 香港 特等 

王文治 深圳 特等 

 

三年級： 

唐璽越 重慶 狀元 

季境作 深圳 特等 

王俊燁 香港 特等 

李宇軒 深圳 特等 

陳朗希 香港 特等 

陳昕圻 福建 特等 

李旻諾 香港 特等 

黎浩剛 香港 特等 

楊雲天 上海 特等 

鄺逸謙 香港 特等 

 



四年級： 

姚縉熹 香港 狀元 

唐崗翔 重慶 特等 

蔡昊洋 上海 特等 

王海翔 湖南 特等 

郭韋彤 香港 特等 

吳昊東 北京 特等 

張津豪 上海 特等 

陳雋熙 香港 特等 

陳耀生 香港 特等 

皇甫泊寧 重慶 特等 

 

五年級： 

蘇俊軒 香港 狀元 

向恩澤 重慶 特等 

鄧柏涵 湖南 特等 

唐亦朝 廣西 特等 

謝昶豪 香港 特等 

粘晉銜 香港 特等 

王詩傑 湖南 特等 

秦千惠 北京 特等 

王炳權 香港 特等 

經卓凡 內蒙古 特等 

 

六年級： 

程戀婷 重慶 狀元 

高萌彥 上海 特等 

冉倬樾 重慶 特等 

黃縉玨 湖南 特等 

鄺崇哲 香港 特等 

李碧天 新疆 特等 

顧家丞 香港 特等 

雷霆 香港 特等 

王繪涵 天津 特等 

張証然 澳門 特等 

 



七年級： 

陳鵬陽 上海 狀元 

趙英杰 重慶 特等 

俞然楓 南京 特等 

王俊樺 香港 特等 

翟唐波 北京 特等 

李信 重慶 特等 

黎卓林 澳門 特等 

蘇璿 吉林 特等 

韓江濤 河北 特等 

葉倩怡 香港 特等 

 

八年級： 

肖楨姿 湖南 狀元 

王梓燁 北京 特等 

梁成浩 天津 特等 

文冰然 重慶 特等 

唐健維 澳門 特等 

吳嘉煒 湖北 特等 

羅卓謙 香港 特等 

李健聰 香港 特等 

古宏 澳門 特等 

吳嘉駿 澳門 特等 

 

九年級： 

彭逸禧 香港 狀元 

仇明西 吉林 特等 

陳娜娜 北京 特等 

黃子嘉 香港 特等 

賴俊延 香港 特等 

陸鴻彬 內蒙古 特等 

於昊凡 吉林 特等 

范孝康 重慶 特等 

劉新宙 上海 特等 

何政霖 香港 特等 

 



比賽當日活動花絮： 

 

 

 

 

 

比賽前家長跟參賽同學留倩影   

 

 

 

 

 

 

 

 

 

 

 

家長陪同參賽同學一同排隊進入考場 

 

 

 

 

 

 

 

 

 

 

 

比賽期間同行者在深大校園內休息  

 

 

 

 

 

 

 

 

 

 

比賽當日場面盛大，再次鳴謝各單位 

令比賽得到順利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