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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比賽結果 

「2016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已於 2016 年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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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教師必須于 2016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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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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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接受獎項。 

(2) 獲獎學生請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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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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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 第

一階段」。有關學生均須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或之前經學苑網站完成網上報名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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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二) 或之前提交所需

文件到本學苑。成功被取錄之學生將于 2016 年 7 月 7 日 (星期四) 或之前收到電郵通知。 

 

課程及報名詳情請流覽學苑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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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培育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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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1/HKPhO2016_Reply%20Slip.pdf
http://ge.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face-to-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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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總分降冪排列) 

學校名稱 

皇仁書院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喇沙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言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伊利沙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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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總分降冪排列) 

學校名稱 

高主教書院 

聖保羅書院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英皇書院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華仁書院(香港)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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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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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總分降冪排列) 

學校名稱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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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傑出表現獎 

名次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冠軍 鄒駿宏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亞軍 梁浚彥 皇仁書院 

季軍 ARYA RAHUL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最佳初中生 鄒駿宏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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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文樂偉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黃兆榮 二等獎 

迦密柏雨中學 林志豪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曾永權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黎嘉正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丁龍毅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張治操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莫景城 優異獎 

張祝珊英文中學 關焯楠 三等獎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陳展峯 優異獎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關添頌 優異獎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張倩彤 優異獎 

拔萃男書院 袁偉仁 一等獎 

拔萃女書院 吳鄭 優異獎 

拔萃女書院 潘灝蕎 優異獎 

拔萃女書院 梁言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陳澤鈞 二等獎 

德望學校 張心蕎 優異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莊智傑 優異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黃霆洭 三等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鄭明睿 三等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陳卓朗 優異獎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張潤庭 優異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鄧永賢 一等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樊文瀚 二等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羅國恩 優異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鐘灝林 優異獎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方浩良 二等獎 

漢華中學 吳立佳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何祉浩 三等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梁灝文 三等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馮俊熙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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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張明德 優異獎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ARYA RAHUL 一等獎 

英皇書院 林家進 二等獎 

英皇書院 陳偲行 三等獎 

英皇書院 邱子晉 三等獎 

英皇書院 勞家浚 三等獎 

觀塘瑪利諾書院 陳偉銘 三等獎 

喇沙書院 許君恒 一等獎 

喇沙書院 黃樂泓 一等獎 

喇沙書院 鄭光棋 一等獎 

喇沙書院 陳澤賦 二等獎 

喇沙書院 柯穎仁 三等獎 

喇沙書院 王子銓 三等獎 

喇沙書院 勞瀚賢 優異獎 

喇沙書院 邵浩然 優異獎 

喇沙書院 關山月 優異獎 

喇沙書院 莊永享 優異獎 

喇沙書院 莫君霖 優異獎 

喇沙書院 姚伊行 優異獎 

喇沙書院 黃子峯 優異獎 

羅定邦中學 丘名揚 優異獎 

李求恩紀念中學 李硯梅 三等獎 

李求恩紀念中學 張力行 優異獎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蒙志賢 優異獎 

民生書院 陳樂賢 二等獎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朱詠珊 三等獎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傅煒澤 優異獎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龍燦軍 優異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鐘家豪 三等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鄭銳 三等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梁紫瑩 優異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趙永丞 優異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餘盈慧 優異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陳元康 優異獎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廖昱華 三等獎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陳柏禧 優異獎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陳永樂 二等獎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劉嘉豪 三等獎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陳偉傑 三等獎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吳嘉豪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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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香港培正中學 劉承暉 優異獎 

匯知中學 李浩倫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梁家桓 二等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芷晴 三等獎 

伊利沙伯中學 葉信希 三等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新哲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周昊毅 優異獎 

皇仁書院 梁浚彥 一等獎 

皇仁書院 伍恩力 一等獎 

皇仁書院 劉心 二等獎 

皇仁書院 夏朗僖 三等獎 

皇仁書院 巫優 優異獎 

高主教書院 黃英龍 二等獎 

高主教書院 洪宏曜 二等獎 

高主教書院 黃耀德 二等獎 

沙田官立中學 鄧榮軒 三等獎 

沙田官立中學 陳宗毅 優異獎 

沙田培英中學 黎俊言 一等獎 

筲箕灣官立中學 傅德熙 優異獎 

聖言中學 李達生 一等獎 

聖言中學 黃江華 一等獎 

聖言中學 何浚銘 二等獎 

聖言中學 關俊俠 三等獎 

聖言中學 林樂熹 優異獎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呂樂軒 三等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李力灝 優異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李家榮 一等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張富泉 一等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方子路 一等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陳東海 二等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李凱文 三等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謝佩珊 三等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陳弘軒 三等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張卓珩 優異獎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麥泓昊 三等獎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黎家龍 優異獎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陳嘉琪 優異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馬浚軒 一等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黃保鈞 二等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容麒峰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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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簡皓鴻 三等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林灝哲 三等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歐梓漢 三等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黃振宇 優異獎 

聖芳濟書院 林令山 優異獎 

聖類斯中學 區約禮 三等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鄒駿宏 一等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莫瑋森 二等獎 

聖馬可中學 莊文睿 優異獎 

聖馬可中學 李逸 優異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曉諾 一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範瑋軒 一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麥卓南 二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盧穎斐 二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卓樂 二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曾朗喬 二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譚睿琛 三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李洛賢 三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陸禧 三等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李尚哲 優異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高洭澄 優異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葉清霖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梁傑壹 二等獎 

聖保羅書院 戴文熙 三等獎 

聖保羅書院 區翰維 三等獎 

聖保羅書院 李澤翔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蘇文傑 一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麥子弢 三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葉嘉永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家輝 優異獎 

田家炳中學 李浚閣 一等獎 

真光女書院 陳茵茵 三等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馬敬然 優異獎 

東湧天主教學校 葉沛樺 二等獎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張熾華 優異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馬弘忻 二等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施俊源 三等獎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莊南鵬 優異獎 

華仁書院(香港) 羅文禧 二等獎 

惠僑英文中學 胡來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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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惠僑英文中學 李昌盛 優異獎 

王肇枝中學 謝立仁 三等獎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高業才 一等獎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940 0210 與我們聯絡。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