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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比賽結果 

「2015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已於 2015 年 5 月 10 日 (星期日) 於香港浸會大學順利舉行。部份

得獎學生將獲安排接受賽後為期約一年的一系列物理培訓。在培訓中表現優秀的學生有機會代

表香港參加海外物理奧林匹克。 

2015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 頒獎暨授旗典禮 

所有得獎學生均獲邀出席是項競賽的頒獎典禮。統籌教師必須於 20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或

之前把填妥的回條 (於此下載)傳真至本學苑。頒獎典禮的詳情如下： 

日期 : 2015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 

彩排時間 : 下午 6:15 (所有得獎學生請依時出席彩排) 

典禮時間 : 下午 7:30 (嘉賓登記時間為下午 7:15) 

地點 :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獲獎學生注意事項: 

(1) 未能準時出席彩排的獲獎學生將不獲安排於典禮中上台接受獎項。 

(2) 獲獎學生請於當日穿著整齊校服到達會場報到。 

(3) 每位獲獎學生可邀請一位嘉賓出席頒獎典禮。學生請向統籌教師查詢報名詳情。 

 

資優學生物理培訓課程 (2015-16) 第一階段 

 

所有獲一等獎 、二等獎及三等獎的學生均合資格參加「資優學生物理培訓課程 (2015-16) - 第

一階段」。有關學生均須於 2015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或之前經學苑網站完成網上報名程序。 

 

如有獲獎學生放棄學位，優異獎得獎學生及參賽學生將獲考慮取錄入讀課程。優異獎得獎學生

將優先獲考慮。學校可推薦有潛質的學生並須於 2015 年 6 月 18 日 (星期四) 或之前提交所需

文件到本學苑。成功被取錄之學生將於 2015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五) 或之前收到電郵通知。 

 

課程及報名詳情請瀏覽學苑網頁。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資格 

 

所有獲一等獎 、二等獎及三等獎的學生將透過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尖子培育計劃」，被取錄為

學苑科學範疇的學員。本學苑將於 7 月上旬發有關錄取信通知各得獎者所屬學校的統籌教師，

學生可主動向統籌教師查詢詳情。 

http://www.hkage.org.hk/file/competitions/2076/HKPhO2015_Reply%20Slip.pdf
http://ge.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face-to-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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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 

 

學校最佳表現獎 (根據每所參賽學校表現最佳的 5 位同學之總分評定)  

(以總分降序排列) 

學校名稱 

皇仁書院 

喇沙書院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拔萃男書院 

聖言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學校優異表現獎 (根據每所參賽學校表現最佳的 5 位同學之總分評定)  

(以總分降序排列) 

學校名稱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聖保羅書院 

香島中學 

香港華仁書院 

迦密柏雨中學 

王肇枝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英皇書院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新參與學校最佳表現獎 

三所獲獎學校必須在過去三年內從沒有參加香港物理奧林匹克，並在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2015 獲得至少一個個人項獎。  

(根據每所參賽學校表現最佳的 5 位同學之總分評定) 

(以總分降序排列) 

學校名稱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衛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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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傑出表現獎 

名次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冠軍 葉正夫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亞軍 李泱泓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季軍 梁釋之 香港華仁書院 

最佳初中生 李承恩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個人獎項 (以學校英文名稱之字母順序排列) 

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成苜暘 優異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郭敏怡 一等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李泱泓 一等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盧君嵐 三等獎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黃雋 二等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祖暉 三等獎 

迦密柏雨中學 羅納禧 優異獎 

迦密中學 姚道驄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廖嘉盈 優異獎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戴卓男 優異獎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李信明 一等獎 

拔萃男書院 馮顯博 三等獎 

拔萃男書院 翁雲祥 三等獎 

拔萃男書院 梁睿軒 二等獎 

拔萃男書院 黃俊傑 二等獎 

拔萃女書院 鄭慧中 二等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黃雋宏 三等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關博文 三等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凌信徽 三等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葉正夫 一等獎 

德望學校 麥可兒 一等獎 

香島中學 林梓杰 優異獎 

香島中學 林思達 三等獎 

香島中學 歐陽健霖 三等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陳正謙 三等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李鋒源 優異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曾浩楠 二等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鄭卓熙 三等獎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方浩良 一等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德軒 優異獎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謝天暐 一等獎 

賽馬會體藝中學 周俊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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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賽馬會體藝中學 林祖鋒 三等獎 

英皇書院 鄭毓俊 三等獎 

英皇書院 劉沁楓 三等獎 

觀塘瑪利諾書院 蔣皓民 優異獎 

觀塘瑪利諾書院 周建成 三等獎 

喇沙書院 陳梓瑜 優異獎 

喇沙書院 鄭光棋 優異獎 

喇沙書院 張可躍 一等獎 

喇沙書院 鍾天浚 優異獎 

喇沙書院 林澄譽 二等獎 

喇沙書院 盧雋 三等獎 

喇沙書院 錢哲愷 二等獎 

喇沙書院 黃樂泓 三等獎 

喇沙書院 于鎧瑋 一等獎 

喇沙書院 翁澤霖 三等獎 

衛理中學 劉一帆 一等獎 

民生書院 藍均悅 優異獎 

民生書院 呂筱軒 二等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劉卓楠 優異獎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陳凱威 優異獎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鄭旻亮 優異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歐澤謙 一等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鄭銳 優異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何詠詩 二等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文誦進 一等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文樂偉 優異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伍柏年 二等獎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陳傑臻 優異獎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何卓諺 三等獎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馬逸朗 二等獎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馬樂文 優異獎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施博禮 優異獎 

香港培正中學 梁峻華 二等獎 

伊利沙伯中學 洪銳志 一等獎 

伊利沙伯中學 冼家歡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葉韋廷 三等獎 

皇仁書院 蔡維澤 三等獎 

皇仁書院 梁浚彥 優異獎 

皇仁書院 劉清一 一等獎 

皇仁書院 盧超凡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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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皇仁書院 伍恩力 優異獎 

皇仁書院 潘思弘 一等獎 

皇仁書院 袁瑋謙 優異獎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馮弘建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俊熹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游子楓 優異獎 

筲箕灣官立中學 梁偉峰 優異獎 

聖言中學 陳斐揚 優異獎 

聖言中學 陳天倬 優異獎 

聖言中學 馮建業 優異獎 

聖言中學 何家晉 優異獎 

聖言中學 羅竣之 三等獎 

聖言中學 李健樂 二等獎 

聖言中學 李達生 優異獎 

聖言中學 杜子俊 三等獎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林樂融 三等獎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林園皓 三等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方子路 優異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馮紹賢 優異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李家榮 三等獎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何至忠 優異獎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李晉彥 三等獎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吳以諾 三等獎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蘇駿豐 二等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周德軒 優異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李明陽 優異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廖穎琳 優異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萬希信 優異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莫浚堯 優異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薛智文 優異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余俊如 三等獎 

聖芳濟書院 劉俊邦 優異獎 

聖若瑟英文書院 袁家輝 二等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鄒駿宏 二等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李健名 二等獎 

聖馬可中學 鍾梓泓 優異獎 

聖馬可中學 傅偉權 三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鈞正 二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鄭智穎 三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郭知仁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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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聖保羅男女中學 林溢謙 三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劉健聰 二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梅肇淇 二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黃思明 二等獎 

聖保羅書院 周博恆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范峻熙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郭錦維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王梓諾 優異獎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陳鏸欣 三等獎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郭心妍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 曉 駿 二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嘉聰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李 承 恩 一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蘇 文 杰 一等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進文 優異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顧君彥 二等獎 

華英中學 陳逸芝 優異獎 

華英中學 章立 三等獎 

香港華仁書院 梁釋之 一等獎 

王肇枝中學 陳浩良 二等獎 

王肇枝中學 麥兆匡 三等獎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 謝卓軒 一等獎 

英華書院 蔡宏禧 優異獎 

元朗商會中學 洪智軒 二等獎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940 0191 或 3940 0189 與我們聯絡。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