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 2021 

比賽結果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 2021 已於 2021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順利舉行。部份得獎學生

將獲安排接受為期約一年的一系列生物科培訓課程。在培訓課程中表現優秀的學生，有機會獲挑選代

表香港參加國際生物奧林匹克比賽。現公布比賽結果如下：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 2021 頒獎典禮 
 

所有獲得金、銀及銅獎的學生 [1] 均獲邀出席是項競賽的頒獎典禮。頒獎典禮報名方式將容後以電郵

公佈。頒獎典禮的詳情如下： 

日期 : 2021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一) 

彩排時間 : 下午 5:15 (得獎學生登記時間為下午 5:00，請依時出席彩排) 

典禮時間 : 下午 6:15 (嘉賓登記時間為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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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為減低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感染風險，場地容量有限，因此典禮僅供金、銀及銅獎的學生參加，

恕未能招待優異獎的學生。 

(2) 所有參與者均需佩戴口罩，包括在台上拍照的時間。此外，參與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

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方可進入政府大樓。 

(3) 未能準時出席彩排的學生將不獲安排於典禮中上台接受獎項。 

(4) 獲獎學生請於當日穿著整齊校服到達會場報到。 

(5) 學校代表及其他嘉賓的安排將容後以電郵公佈。 

(6) 主辦單位或會在頒獎禮進行期間拍照及／或錄影。此等照片及／或視像可能會複製成為電子及／

或印刷刊物，作為內部記錄、教育、研究及推廣用途 (例如上載到資優學苑網站及社交媒體)。 

(7) 請老師把上述備註轉告有關學生及其家長，並先徵得他們同意。 

 

2022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訓練課程（第一階段） 

獲金、銀及銅獎均合資格參加均符合資格參加「2022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訓練課程（第一階段）」。有

關學生須於 202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正午 12 時或之前，經學苑網站，完成網上報名程序，未

依時完成報名程序的學生將不獲取錄。培訓課程及報名詳情請瀏覽學苑網頁。 

 

如有獲獎學生放棄參加培訓課程，優異獎得獎學生將獲考慮取錄參加培訓課程。請於 202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正午 12 時或之前，經學苑網站，完成網上報名程 序  ( 網址：

https://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face-to-face，按「科學」)。優異獎得獎學生將暫列入候

補名單，未依時完成報名程序的學生將不獲取錄。成功取錄的學生將獲電郵通知確認。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face-to-face
https://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face-to-face


 
 

如有查詢，請致電 3940 0502 / 3940 0504 或電郵至 ibohkc@hkage.org.hk。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尖子培育計畫」 

獲金、銀及銅獎的學生，均合資格參加「2022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訓練課程（第一階段）」。此外，適

齡的得獎學生如能成功完成第一階段培訓，將有機會獲邀請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之「尖子培育計

劃」的學員甄選。如有查詢，請致電 3940 0101 或電郵至 programme@hkage.org.hk 與學生服務

組聯絡。 

 

 

 

 

 

 

 

 

 

 

 

 

 

 

 

 

 

 

 

 

 

 

 

 

 

 

 

 

 

 

 

 

 

 

培訓課程及典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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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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位同學之總分評定）  

（以總分降冪排列） 
 

學校名稱 

喇沙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荃灣官立中學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香港華仁書院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 

協恩中學 

香港培正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學校優異表現獎  

（根據每所參賽學校表現最佳的 3 位同學之總分評定）  

（以總分降冪排列） 
學校名稱 

拔萃男書院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瑪利曼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聖保祿學校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皇仁書院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學生傑出表現獎（以總分降冪排列） 

名次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冠軍 鄒俊熙 喇沙書院 

冠軍 饒雅婷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亞軍 張善明 協恩中學 

季軍 陳逸朗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季軍 鄭逸朗 高主教書院 

季軍 孫銘陶 聖保羅男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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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鑫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陳晋琛 銅獎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李軒孑 優異獎 

迦密中學 張芷溢 銅獎 

迦密中學 劉靖泓 優異獎 

拔萃男書院 曾進彥 銀獎 

拔萃男書院 鄭至峰 優異獎 

拔萃男書院 連悅銘 優異獎 

拔萃女書院 吳晞 銀獎 

拔萃女書院 張雋欣 銅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梁天行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李澤希 銅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羅悦希 銅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陳卓熙 銅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黃俊曦 優異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黃俊霖 優異獎 

漢鼎書院 劉力萌 銅獎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饒雅婷 金獎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盛小群 優異獎 

協恩中學 張善明 金獎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林睿安 銀獎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夏國衡 優異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黃紀穎 優異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勞健洋 優異獎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鄺顯臨 銀獎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陳子峻 銅獎 

觀塘瑪利諾書院 甘曉濤 銅獎 

喇沙書院 鄒俊熙 金獎 

喇沙書院 何誠謙 金獎 

喇沙書院 俞卓諾 銀獎 

喇沙書院 駱卓賢 銀獎 

喇沙書院 蔡智軒 銅獎 

喇沙書院 龐博謙 銅獎 



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喇沙書院 鄭宇軒 優異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鄧洛勤 銅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奕勤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林玿聰 銅獎 

瑪利曼中學 王采穎 銀獎 

瑪利曼中學 黃星縈 銅獎 

瑪利曼中學 林雪穎 優異獎 

循道中學 黃昊朗 銀獎 

港島民生書院 洪嘉軒 優異獎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曾卓穎 優異獎 

五旬節中學 梁俊仁 銀獎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江玠廷 銅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陳逸朗 金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陳佑霆 銅獎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陳容方 銅獎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虞駿霆 銅獎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鄭曉彤 銀獎 

保祿六世書院 郭詩詠 優異獎 

香港培正中學 李道生 銅獎 

香港培正中學 鄧芷朗 銅獎 

香港培正中學 蔡浩朗 銅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黎縉熹 金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以禮 銅獎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唐山程 優異獎 

皇仁書院 陸彥寯 銀獎 

皇仁書院 黃暐朝 銅獎 

皇仁舊生會中學 黃璟宜 優異獎 

高主教書院 鄭逸朗 金獎 

啓新書院 何康瑞 金獎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陳家樂 銀獎 

創知中學 黃子倩 銀獎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陳紀臻 銀獎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張希晴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之怡 銅獎 

沙田崇真中學 鍾錦康 銅獎 

沙田崇真中學 彭嘉謙 銅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鄧志傑 優異獎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鄧家聰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黎澤朗 優異獎 

新加坡國際學校 陳宏珈 銅獎 

新加坡國際學校 黎匡綸 銅獎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郭凌玥 銀獎 



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李卓柔 銀獎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何卓昕 銀獎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麥嘉桓 優異獎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鄧予晴 優異獎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吳俊儀 金獎 

聖若瑟書院 杜俊鋒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承豐 銅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孫銘陶 金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劉蔚茵 金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李穎希 金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鄧敖晴 銀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婧悠 銀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劉柏希 銀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梁諾斯 銀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伍亮恆 銀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鄧嘉熙 銅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吳芷薇 銅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張知樂 銅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張盼婕 銅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鄒悅 優異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葉睿君 優異獎 

聖保祿學校 歐陽心穎 銅獎 

聖保祿學校 吳思瑩 銅獎 

聖保祿學校 張子晴 優異獎 

藍田聖保祿中學 梁亦嵐 銀獎 

藍田聖保祿中學 李穎言 銀獎 

中華基金中學 林懷明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劉小煣 銅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于正熙 銅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張穎言 優異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蔡浚軒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方嘉滢 銅獎 

THE SOUTH ISLAND SCHOOL 潘宏澔 銅獎 

台山商會中學 雷駿軒 銅獎 

荃灣官立中學 虞啓林 金獎 

荃灣官立中學 方子璘 銀獎 

荃灣官立中學 蘇俊瑜 銀獎 

荃灣官立中學 謝昶豪 銅獎 

荃灣官立中學 練瞬恒 銅獎 

荃灣官立中學 許綽軒 銅獎 

荃灣官立中學 黃偉成 優異獎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張嘉軒 優異獎 



學校名稱 獲獎學生 奬項 

華英中學 何善瑋 銀獎 

華英中學 辛恩俊 優異獎 

香港華仁書院 何樂生 銀獎 

香港華仁書院 黃柏瑜 銀獎 

香港華仁書院 趙卓謙 銅獎 

香港華仁書院 吳柏霖 銅獎 

香港華仁書院 林俊言 優異獎 

英華書院 林希信 銅獎 

英華書院 張家溓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