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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杯賽香港組委會」 是香港教育和
數學科學工作者的志願組織，是一個
非牟利的全港性學術性團體。它的宗
旨是，努力為促進香港地區的數學發
展發揮推動的作用和做出一份貢獻。

多年來，我們免費培訓和全額資助香港學生
參加全國比賽。在此我們指出，我們舉辦的
是 「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坊間如
果有人以 「華杯賽」 的名義，舉辦各種收費
的、巧立名目的競賽訓練班，均與 「華杯賽
香港組委會」 無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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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策劃：吳肇祖博士

第18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決賽（2013年4月20日）獲獎名單

銘 謝
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
羅桂祥基金捐款委員會
中國燭光教育基金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創域（國際）廖聖瑜董事總經理

福建中學（觀塘）

第十八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頒獎典禮
日期時間：2013年5月18日（星期六）14:00-15:00 地點：福建中學二樓禮堂
主禮嘉賓：吳端偉博士 香港大學數學系教授
頒獎嘉賓：葉靜筠女士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高級教育方案經理

▲香港代表隊參加 「第16屆華杯賽全國總決賽」 （2011年7月廣東惠州市）

▲華杯賽香港組委會部分成員
在 「第18屆華羅庚金杯少年數
學邀請賽（香港賽區）決賽」
現場（2013年4月福建中學）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觀塘振華道83號福建中學
Add：83ChunWahRoad,KwunTong,Kowloon,HongKong

Tel：(852)25781745 Fax：(852)25120659

Web：http://www.hcm.org.hk

由由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
賽區組織委員會賽區組織委員會」」主辦主辦，， 「「旅港福建商會教育旅港福建商會教育
基金有限公司基金有限公司」」、、 「「中國燭光教育基金中國燭光教育基金」」、、 「「
羅桂祥基金捐款委員會羅桂祥基金捐款委員會」」、、 「「培生教育出版亞培生教育出版亞
洲有限公司洲有限公司」」等贊助的等贊助的 「「第第1818屆全國華羅庚金屆全國華羅庚金
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香港賽區香港賽區））」」已於已於
20132013年年44月月2020日在福建中學舉行日在福建中學舉行。。

此次比賽的優勝者有機會獲選拔代表香港，參
加於2013年7月23至26日在廣東惠州市舉行 「第18
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

「香港華羅庚杯小學數學邀請賽」 早於2002
和03年舉行兩屆，該賽事由 「福建中學」 主辦及
「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 贊助。

「華杯賽香港組委會」 於2004年10月在香港
成立，並且是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唯一承認的香港賽區組織委員會。在其正式成立的

9年時間裡，成功地舉行了全港地區的各項賽事及
進行了一系列相關的學術交流活動，包括：舉辦八
屆 「華杯賽決賽（香港賽區）」 和主辦 「首屆兩岸
四地數學精英賽」 ；及舉辦免費集訓班，選拔數學
精英，代表香港參加全
國總決賽及兩岸四地精
英賽。

過去六屆 「華杯
賽全國總決賽」 ，香
港學生累計榮獲個人
金牌5枚、7枚銀牌、
銅牌30枚和團體最高
第6名的卓越成績； 「
華杯賽香港組委會」
還5次獲得 「優秀組織
工作獎」 。

▲當代世界著名的數
學家、教育家華羅庚
教授（1910-1985）

▲第17屆華杯賽頒獎典禮主禮
嘉賓教育局陳沛田總課程發展
主任和華杯賽香港組委會主席
、福建中學校長林建華博士（
2012年5月福建中學）。

▲ 「第17屆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頒獎典禮」 現場
（2012年5月福建中學）

▲華杯賽香港組委會林建華
主席帶領香港八名中小學生
，分別以 「香港特別行政區
代表隊」 和 「旅港福建商會
教育基金代表隊」 參加 「第4
屆兩岸四地華羅庚金杯少年
數學精英邀請賽」 ，取得優
異成績。香港喇沙書院于鎧
瑋獲得中學組冠軍，一舉奪
得本屆賽事的金牌獎、最佳
解題特別獎和一等獎。此外
，香港學生還獲得三個一等
獎、四個二等獎和一個三等
獎，而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
隊獲得團體第五名（2012年
8月澳門）

優秀輔導員
（以下學校的競賽訓練導師榮獲優秀輔導員）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培僑書院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迦密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聖公會仁立小學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啟基學校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迦密愛禮信小學

中學二年級組
團體獎項
冠 軍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亞 軍 英華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個人獎項
冠 軍 于鎧瑋 喇沙書院
亞 軍 歐澤謙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季 軍 文誦進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一等獎 鄭慧中 拔萃女書院

梁樂曦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二等獎 鄒嘉奇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泱泓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葉正夫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張嘉輝 元朗商會中學
潘詠曦 英華書院
陳天倬 聖言中學
林瑋聰 喇沙書院
莊浚灝 培僑書院
李鋒源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郭敏怡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姚道驄 迦密中學

三等獎 劉元奎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曾浩楠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林樂勤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林頌賢 英華書院
陳祖暉 迦密柏雨中學
蔡宏禧 英華書院
王博恆 德信中學
張梓鵬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李健樂 聖言中學
曾子珊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張晉尉 迦密柏雨中學
曹淨川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田子由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鍾寶光 培僑書院

小學中年級組
團體獎項
冠 軍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亞 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季 軍 喇沙小學
優異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個人獎項
冠 軍 葉俊希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亞 軍 張睿軒 喇沙小學
季 軍 黃紹衡 英華小學
一等獎 陳卓康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任子康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林維聰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希賢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梁譽曦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鄭皓晅 喇沙小學
丘智健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麥皓翔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馮冠璁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林翔洋 聖公會仁立小學
李啟源 聖公會奉基小學
陳焯鏗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趙銘軒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茹梓誠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梁嘉恩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伍煜楓 聖公會基福小學
黎志成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黃柏樟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邱焯謙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優秀教練員
（以下學校的競賽訓練導師榮獲優秀教練員）
喇沙書院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拔萃女書院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香港培正中學 聖言中學 皇仁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英華書院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喇沙小學 英華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小學高年級組
團體獎項
冠 軍 喇沙小學
亞 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季 軍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優異獎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個人獎項
冠 軍 李家榮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亞 軍 梁煒楓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季 軍 曾冠霖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鄧匡廷 英華小學

李朗豪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二等獎 李旻諾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李浩勤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葉子樂 迦密愛禮信小學
黎沛怡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蔡彧曦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李 雲 喇沙小學
蔡梓皓 喇沙小學
陳澤賦 喇沙小學
謝卓軒 啟基學校
張軒齊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俞建華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古諾荻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陳建元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黃彥嘉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高洭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羅誠忠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袁沛豪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鍾堡竣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周上仁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鄺兆倫 民生書院小學
陳星宇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林碩風 聖公會仁立小學
孔鄰潮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曾妮思 道教青松小學

中學一年級組
團體獎項
冠 軍 喇沙書院
亞 軍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季 軍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皇仁書院
優異獎 聖言中學
個人獎項
冠 軍 黃 日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亞 軍 方子路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季 軍 梅榷之 喇沙書院
一等獎 魏子奇 香港培正中學

許君恆 喇沙書院
李承恩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二等獎 何浚銘 聖言中學
陳曉諾 聖保羅男女中學
呂展希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伍恩力 皇仁書院
張智雄 皇仁書院
張文迪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高卓恆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潘灝蕎 拔萃女書院
文樂偉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黃凱迪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林永青 聖言中學

三等獎 文龍一 英華書院
麥子弢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庭儒 福建中學
胡柏賢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陳柏合 皇仁書院
賈苒瑄 拔萃女書院
郭知行 英華書院
李子俊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王鼎禧 男拔萃書院
蘇文傑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招朗軒 喇沙書院
錢凱輝 九龍華仁書院
蔡成恩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明麗天 中華基金中學
郭啟彥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黃逸謙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林泳鐸 沙田蘇浙公學
馮耀祖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第四屆香港賽區組織委員會

榮 譽 顧 問 盧文端先生,BBS 陳沛田先生
顧 問 陳昌立先生 鄭紹遠教授 張榮森教授

杜祖貽教授 黃毅英教授 王金殿教授
詹華軍先生

主 席 林建華博士,MH
副 主 席 盧恩成先生 黃德華博士 戴洪芳女士

黃鳴嬋女士（常務）
委 員 許為天先生 陳劉斯嫦女士 朱立強先生

吳肇祖博士 許東協先生 馮德華先生
胡強輝博士 黎耀志博士 梁興強博士
容世傑先生 鄧愛蓮女士 蔡慶化先生
徐崑玉女士 宋瑾瑜女士

秘 書 長 吳肇祖博士
競賽事務主任 許東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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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火箭萬公里探空
是否反衛星試驗 引美軍學界舌戰

責任編輯：王婧輝波經 國際新聞 賽馬

本次試驗總指揮、中科院國家空間
科學中心副主任龔建村研究員介紹，試
驗與今年4月5日在海南儋州進行的空間
探測試驗相比，探測高度有了較大提高
，由數百公里提升到1萬公里以上；搭
載了更多的科學探測儀器，獲取的數據
涉及空間範圍更廣、數據量更多。初步
分析表明，此次試驗已獲取了不同高度
上空間環境參數垂直分布的第一手科學
數據，對空間科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價值。

1萬公里釋放鋇粉
此次空間科學試驗在西昌衛星發射

中心進行。運載火箭 「鯤鵬七號」由中
國航太科工集團研製，探空火箭攜帶的
科學探測儀器包括：高能粒子探測器、
朗繆爾探針、磁強計、金屬鋇粉釋放裝
置等，均由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自
行設計研製。試驗中，探空火箭穿越地
球高層大氣和電離層，最後進入磁層。
探空火箭攜帶的科學探測儀器對中低緯
度空間輻射帶高能粒子、電離層等離子
體和磁場分布進行了原位探測。同時，
探空火箭在1萬公里高度附近釋放了金
屬鋇粉，在空間形成鋇雲，地面光學望
遠鏡對鋇雲演化過程進行了跟蹤觀測，
為研究這一區域的磁層動力學特徵提供
了實測數據。

美軍方跟蹤火箭發射
儘管中方公布了試驗的相關細節和

參數，但仍引發了美國科學家及美國軍
方的兩極化爭論。五角大樓發言人馬托
施15日稱： 「我們跟蹤到了中國火箭在

發射過程中攜帶的多個物體，但沒有觀
察到任何物體進入軌道。可以說，太空
中沒有留下與這次發射有關的任何物體
。」路透社16日稱，美國獲得的情報顯
示，這枚火箭今後可用來將反衛星載荷
送入相似軌道， 「我們認為這枚火箭攜
帶的是一枚陸基導彈，這是中國首次測
試攔截裝置，這種裝置可以追蹤軌道上
的衛星，並將其摧毀」。

不過，美國哈佛大學學者稱，中國
13日發射的火箭高度達到1萬公里，創
造了全世界1976年以來發射火箭進入地
球亞軌道的高度之最。

路透社報道稱，哈佛大學史密松天
體物理學中心學者喬森納麥克道爾分析
說，中國發射的火箭將來有可能在類似
軌道裝載反衛星裝置，但沒有證據顯示
13日的發射是在測試這種能力。麥克道
爾稱，中國這次發射的火箭與美國空軍
上世紀60年代為了研究地球磁氣圈而發
射的火箭相似。

「根據媒體報道，此次中國火箭發
射明顯是科學目的」，美國 「太空」網
站15日發文稱，中國2007年和2010年曾
兩次進行反衛星實驗，這項技術對美國
衛星安全威脅巨大，因此中國在反衛星
能力方面的任何進展都被美國等國嚴密
監視。 「這種監測，再加上關於13日發
射的種種細節，讓專家對中國進行反衛
星實驗的說法提出質疑」，文章引述普
林斯頓大學科學和全球安全專案博士後
研究員古伯魯德的話說， 「在美國嚴密
的監視下，中國想用一大堆科學儀器掩
飾反衛星測試技術並不可行，也不是測
試一種新武器的正確方法。」

【本報十七日綜合報道】從13日晚開始，網絡盛傳重慶、昆明
、成都、武漢等地紛傳發現不明飛行物。次日，中國科學院國家空
間科學中心證實，這是一次成功的 「高空探空火箭」 試驗，探測高
度達到1萬公里以上。本次試驗更引發五角大樓和美學界的口水戰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15日發表評論稱，中國13日發射的 「高空探空
火箭」 實際上是首次衛星攔截系統測試，未來可搭載反衛星武器，
摧毀目標軌道上的任何衛星。對此猜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6
日表示，中國一貫主張和平利用外空，反對外空武器化和外空軍備
競賽。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十七日電】江蘇
省泰州市41歲的小學教師楊向明因為勇救一
名落水兒童不幸身亡。其捨身救人的壯舉引
發強烈反響，連日來泰州市民紛紛向這位 「
最美教師」表達無限哀思與崇敬之情。

5月1日下午3時25分，一名13歲的男孩
小越（化名）在泰州城區玉帶河畔玩耍時不
慎掉入河中。當時正在附近倒車的楊向明聽
到呼救聲後，立即停車跑去救人。監控錄像
顯示，他從汽車裡跑到橋上，再跨過欄杆去
救人，整個過程只用了8秒鐘。

有目擊全過程的居民介紹，楊向明衣服
都沒脫就毫不猶豫地跳下河，慌亂之中，小
越突然從背後用手抱住楊向明的脖子，楊向
明漸漸體力不支。其後陸續趕來的4位熱心
市民跳入河中，救出兩人送往醫院，雖經全
力搶救，但終因溺水時間過長，楊向明於5
月7日18：09分不幸去世，小越至今仍未脫
離危險。

放棄3次生還機會
「本來，他有3次生還機會。」附近居

民說，由於救人心切，楊向明沒有選擇穿
好救生衣再下水，在被小越抱住脖子時也
始終沒有放手。另外，當時岸邊的一名老
人曾用魚竿敲打楊向明的手，希望他能抓
住魚竿，可他始終用雙手盡力將小孩向上
托，放棄了最後一絲生機。

楊向明生前工作的泰州實驗學校校長
丁宜林表示，楊向明不是一個瞬間產生的
英雄，他平時就是一個大好人，一個好同
事，一個好老師，直到他去世後，好多人
才知道他一直在默默無聞地資助孤寡老人
、貧困學生。

楊向明在醫院搶救期間，泰州數千名市民自發前往
醫院看望，為他祈福。在楊向明的追思會上，數萬名市
民悲痛欲絕，哭泣聲此起彼伏。網友們還自發組建 「讓
我們一起為最美教師楊向明送行」的網上追思會，數萬
網友在線悼念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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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空火箭（英語：Sounding rocket）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運載工具，它只
攜帶科學儀器進行亞軌道飛行。探空火箭一般為無控制火箭，具有結構簡單、
成本低廉、發射方便等優點。它更適用於臨時觀察短時間出現的特殊自然現象
（如極光、日食、太陽爆發等）和持續觀察某些隨時間、地點變化的自然現象
（如天氣）。

小資料 探空火箭
▲5月17日，山西太原理工大學舉辦學生創意市集，一
名大學生製作的能潛水的微型 「航母」 引人注目。據製
作者講，他平時熱衷軍事研究，希望未來中國海軍能夠
自主研製出一艘航空母艦，壯大中國海上軍事力量

中新社

▲中國子午工程 「高空探空火箭」
資料圖片

▲外媒公布的中
國反衛星武器攻
擊軌道示意圖

◀網友猜測的中國反
衛星武器攻擊示意圖

網絡圖片

◀中國13日晚間
發射的 「高空探
空火箭」

微型航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