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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公告 
第二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 IMMC2016 中華賽區賽果揭曉, 八特等獎團隊晉國際賽程 

我們高興地宣佈第二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 IMMC2016 中華賽區的評審結果。 在 2016 年 5 月 6 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承辦的 IMMC2016 中

華賽區答辯決賽中,評選出 8 支中華特等獎團隊。 他們從 20 支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決賽團隊中脫穎而出,並代表各自地

區晉級國際賽程,再與其他來自 23 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隊競逐國際獎項。 基於專家組的論文評審和大評審團的答辯評審,其他 240 支提

交論文的團隊亦獲得不同獎項,包括特等入圍獎(占 6%)、一等獎(占 17%)、二等獎(占 25%)和成功參賽獎(占 49%)。 特等獎、特等入圍獎

及一等獎名單詳列于附件;獲二等獎及成功參賽獎的團隊將單獨接獲通知。 

                                                IMMC2016 中華賽區特等獎團隊 

北京市十一学校，大陆 

拔萃女書院，香港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台湾 

培正中學，香港 

培正中學，澳门 

澳門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澳门 

上海市实验学校，大陆 

台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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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屆國際數學建模第挑戰賽(IMMC 2016)中華賽區評獎結果 

(特等獎、特等入圍獎及一等獎名單) 

獎項內名單按校名字母序排列 

獎項 地區 校名 指導教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特等獎 

特等奖 大陆 北京市十一学校 朱浩楠 林宇非 刘婧怡 张珞霏 刘孟臻 

特等奖 香港 拔萃女書院 楊寶琪 鄭慧中 梁慧琳 潘灝蕎 賈苒瑄 

特等奖 台湾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呂庭維 張晉瑋 蔡語晟 沈哲瑋 黃子耘 

特等奖 香港 香港培正中學 李灝峰 黃梓駿 林翠怡 魏子奇 林崇熙 

特等奖 澳门 澳門培正中學 譚鴻焜 魏可慧 張天祐 陳倬霖 周昊天 

特等奖 澳门 澳門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梁樂平 謝柏芝 陳沛雯 陳梓茵 盧悅祺 

特等奖 大陆 上海市实验学校 陈夏明 刘一芃 施朱泽翾 龙晓琪 胡彦晨 

特等奖 台湾 台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張齡之 吳宣儒 梁景勛 林奕辰 吳朱飛 

特等入圍獎 

特等入围奖 大陆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王坤 张宇超 熊文月 孟子昂 严怡平 

特等入围奖 大陆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王坤 刘海鹏 高宇彤 周小芙 于博淞 

特等入围奖 大陆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冯源 应越 刘思涵 贾鸿翔   

特等入围奖 澳门 濠江中學 陳勝輝 洪文浩 談皓 李明亮 李浩源 

特等入围奖 大陆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李振涛 董昊文 杨泰 马文畅 史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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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入围奖 大陆 上海市奉贤中学 朱国权 赵欢帼 夏彬禹 陆周泉 宋懿哲 

特等入围奖 大陆 上海市上海中学国际部 张明欣 朱宇轩 王苍 俞世晨 金瑞佳 

特等入围奖 大陆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俊翔 黄旭 严一佳 陈志昊 蔡易逸 

特等入围奖 香港 沙田崇真中學 何仲華 郭俊軒 彭碩暘 游子楓 李俊熹 

特等入围奖 大陆 深圳中学 张文涛  胡宇轩 陈晔 王凯欣 徐梓萱 

特等入围奖 香港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龍澤 陳百樂 關博充 譚睿琛 曾朗喬 

特等入围奖 台湾 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林淑娥 陳芊如 林卓融 黃珮容 楊瑜芳 

特等入围奖 大陆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申西芬 徐紫云 张颂培 周耿栋 梁敬聪 

特等入围奖 香港 真光女書院 彭仁傑 李詩敏 邱曉澄 陳諾彤 吳羨欣 

特等入围奖 大陆 无锡大桥实验学校 高军晖 鄂道阳 赵逸 高雅 邓浩钦 

特等入围奖 香港 元朗公立中學 劉漢森 陳團澤 陳一銘 陳嘉誠 梁國城 

一等獎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市十一学校 朱浩楠 马欣然 王焕峰 吴洪宇 李泽昊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市十一学校 朱浩楠 孟亭宇 农宇涵 韩宇轩 吕洋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市十一学校 朱浩楠 姜欢育 李思锋 郭宇辰 刘淼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市十一学校 朱浩楠 李天琦 郭江蔚 高昊辰 冯旭靖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市十一学校 朱浩楠 王雅慧 王中略 张睿琪 魏天笑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四中 徐晓阳 朱泰然 严筱枫 余天枢 刘清扬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四中 徐晓阳 薛嘉辰 宋日尧 阮思睿 沈新雨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四中 李静 马晰文 孙宗元 郝雨 张书剑 

一等奖 大陆 首都师大附中 姚璐 徐炜 翁翾辰 窦鑫麟 马润禹 

一等奖 大陆 德清县高级中学 田才高 郑思瑶 陈厚文 金铭焕 嵇姞  

一等奖 大陆 德清县高级中学 严加华 沈诗悦 汪楠 张文逸 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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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大陆 德清县高级中学 顾华强 褚茜雅 高玥 钱王威 张润业  

一等奖 大陆 福州第一中学 李志勇 刘烨州 朱明康 周鸿伟 蔡凌晟 

一等奖 大陆 广东广雅中学 赖淑明 黎书畅 陈聪一 陈柏霖 梁文熙 

一等奖 大陆 广州市执信中学 刘诗顺 郝悦行 曾晰 谢峰 王昊 

一等奖 大陆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刘亚丽 钱程晨 项一飞 罗谟杰   

一等奖 大陆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谭巍 郑中天 丁秋然 熊思明 曹文辉 

一等奖 大陆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戴中元 陆洲 王筱菲 姚天澔   

一等奖 香港 香港培正中學 李灝峰 陳柏熹 林晉生 湯諾陶 龔琪然 

一等奖 澳门 澳門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梁樂平 趙雅穎 楊潔瑩 禤詠詩 容穎姿 

一等奖 大陆 上海市实验学校 陈夏明 何天拓 陈阳 郁颢 陈斯远 

一等奖 大陆 上海市实验学校 陈夏明 李子余 史嘉成 李宙怡 赵泽恒 

一等奖 大陆 上海市奉贤中学 张益明 林美辰 顾伊婷 王能 林云致 

一等奖 大陆 上海市奉贤中学 王志和 钱唐一能 李臻祥 钱心宇 陈家骜 

一等奖 大陆 上海市嘉定一中 吴云天 杨怡玮 赵悦 孟宇超 赵文韬 

一等奖 大陆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高俊翔  吴汶聪 姚诗懿 顾子欣 吴欣悦 

一等奖 大陆 上海市位育中学 姜圣华 陈寅 嵇佳敏 吴杰妮 康叶茗 

一等奖 大陆 深圳中学 张文涛 何泽远 罗智麟 崔扬笛 雷致源 

一等奖 大陆 深圳中学 张文涛 谢丰宇 杨粤鹏 梅荻 徐云昊 

一等奖 大陆 深圳中学 张文涛 罗子煊 安霖 王季丰 查桠雯 

一等奖 香港 聖保羅男女中學 張伯亮 張可兒 劉健聰 吳璟禧 黃嘉慧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桑胜景 赵鸣杰 赵贤觉 董玎玎 黄若翊 

一等奖 大陆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桑胜景 甘晓露 白康博 龚德炜 伍颉 

一等奖 大陆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周建峰 林骋怀 潘卓夫 林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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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大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数学建模指

导团队（王

立东 李漪 

武迪） 

李弈萱 何牧阳 陈沛涵 雷海乐 

一等奖 大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数学建模指

导团队（王

立东 李漪 

武迪） 

王梓薏 许家希 陈祉凝 刘旭升 

一等奖 大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数学建模指

导团队（王

立东 李漪 

武迪） 

曾若凡 李源昊 姚文熙 刘明君 

一等奖 大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数学建模指

导团队（王

立东 李漪 

武迪） 

杨宇辰 王诗砚 张子培 张惠乔 

一等奖 大陆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周俊 丘铱可 谢卓凡 马嘉旭 武钰淞 

一等奖 大陆 万科梅沙书院 张文涛 蒋亦韬 谭思芸 江宇洋 杨睿瑄 

一等奖 大陆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刘忠 郭育东 刘成坤 王歌嫚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