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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成績(2018-2019) 

體育比賽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99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學生運動員獎 4C 蔡洛 

    

100 屯門區校際賽全年總錦標 (所有體育運動項目) 總殿軍 男子組 

   

10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胸泳 冠軍 2B 陳毅翔 

 50 米胸泳 冠軍 3B 李奇洛 

 50 米胸泳 冠軍 5C 鄒璟榆 

 50 米背泳 冠軍 3D 范浩軒 

 50 米自由泳 冠軍 4D 莊靜翎 

 100 米胸泳 冠軍 3B 李奇洛 

 100 米胸泳 冠軍 5C 鄒璟榆 

 100 米背泳 冠軍 3D 范浩軒 

 100 米胸泳 亞軍 2B 陳毅翔 

 100 米胸泳 亞軍 3B 林映彤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4B 伍熲翹 

 100 米背泳 亞軍 4D 莊靜翎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2A 黎子迪 

 50 米背泳 季軍 5C 梁慧妍 

 50 米背泳 季軍 6E 郭盈輝 

 50 米自由泳 季軍 5C 梁慧妍 

 50 米自由泳 季軍 4B 伍熲翹 

 100 米背泳 季軍 5B 李卓軒 

 200 米自由泳 季軍 4D 鍾博謙 

   4 X 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男子乙組 

   4 X 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甲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女子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 

  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 

  團體殿軍 女子乙組 

  總亞軍 男子 

  總亞軍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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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02 保良局屬下中學聯校水運會   

   50 米胸泳 冠軍 3B 李奇洛 

   50 米背泳 冠軍 3D 范浩軒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3D 范浩軒 

   50 米蝶泳 亞軍 3B 李奇洛 

   50 米胸泳 季軍 5C 鄒璟榆 

   100 米胸泳 季軍 5C 鄒璟榆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季軍 男子初級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女子高級組 

   男子初級組個人冠軍 3D 范浩軒 

  團體亞軍 男子初級組 

   團體季軍 女子高級組 

  團體殿軍 男子組 

  全場團體殿軍  

    

103 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50 米背泳 冠軍 3D 范浩軒 

    

104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自由泳 冠軍 6E 郭盈輝 

   50 米背泳 亞軍  

 50 米胸泳 亞軍  

    

105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背泳 冠軍 3D 范浩軒 

   50 米背泳 冠軍  

   50 米自由泳 亞軍  

    

106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100 米胸泳 冠軍 3D 范浩軒 

   50 米自由泳 亞軍  

   200 米背泳 亞軍  

   200 米胸泳 亞軍 3B 李奇洛 

    

107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胸泳 冠軍 3B 李奇洛 

   50 米胸泳 亞軍  

   50 米背泳 季軍 6E 郭盈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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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08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背泳 冠軍 3D 范浩軒 

   50 米胸泳 亞軍 3B 李奇洛 

   50 米自由泳 亞軍 4D 莊靜翎 

   100 米胸泳 亞軍 3B 李奇洛 

 50 米胸泳 季軍 5C 鄒璟榆 

 100 米背泳 季軍 4D 莊靜翎 

    

109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   

 50 米胸泳 亞軍 3B 李奇洛 

 50 米自由泳 亞軍 3B 李奇洛 

 50 米背泳 亞軍 3D 范浩軒 

 50 米自由泳 季軍 1C 梁芊悠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1C 梁芊悠 

 50 米自由泳 季軍 3D 范浩軒 

 100 米胸泳 季軍 3B 李奇洛 

    

1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 冠軍 女子羽毛球隊 

   女子乙組 亞軍  

   女子丙組 亞軍  

  女子組總冠軍  

    

111 灣仔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1D 勞琛兒 

  冠軍  

    

112 大埔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1D 勞琛兒 

  11-12 歲冠軍  

    

113 建行亞洲盃新界東青少年羽毛球挑戰賽 女子初中單打冠軍 1D 勞琛兒 

    

114 西貢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1D 勞琛兒 

  冠軍  

    

115 北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冠軍 1D 勞琛兒 

   女子青少年組雙打 冠軍 4C 蔡洛 

   5C 林泳妍 

    

116 南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1D 勞琛兒 

  冠軍  

    

117 屯門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青少年組女子雙打 2B 朱穎倩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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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18 全港學界羽毛球精英比賽   

   中學女子組雙打 全港第 8 名 4C 蔡洛 

   5C 林泳妍 

    

1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丙組 亞軍 男子籃球隊 

  

12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甲乙組 殿軍 男子排球隊 

  男子丙組 殿軍  

    

121 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 新界區女子團體丙組  

  亞軍  

  新界區女子團體乙組 野外定向隊 

  季軍  

  新界區女子團體  

  總亞軍  

    

12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個人賽季軍 2C 莫天恩 

    

123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0 米 亞軍 3B 鄭伊辰 

   100 米 季軍 3B 鄭伊辰 

   100 米跨欄 季軍 3A 蕭穎 

   跳高 季軍 3A 勞韻妍 

   跳高 季軍 6D 何衍珩 

   跳遠 季軍 5C 賴柏諺 

   標槍 季軍 6E 賴憲宏 

   4 X 400 米接力 冠軍 男子組 

   4 X 400 米接力 冠軍 女子組 

  

12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標槍 亞軍 4C 蔡洛 

   標槍 季軍 6E 賴憲宏 

   跳高 季軍 3A 勞韻妍 

   鉛球 季軍 4C 蔡洛 

    

12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 亞軍 男子乒乓球隊 

   女子乙組 季軍 女子乒乓球隊 

    

126 『元朗盃』校際乒乓球公開賽 亞軍 男子乒乓球隊 

  個人冠軍 3C 林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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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27 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 全場殿軍 跳繩隊 

    

128 國際跆拳道公開錦標賽 冠軍 3B 郭晉謙 

    

129 香港男子跆拳道黑帶賽 冠軍 3B 郭晉謙 

    

130 ThaiTae 跆拳道國際公開賽 季軍 3B 郭晉謙 

    

131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女子少年組器械 冠軍 5B 盧穎欣 

   女子少年組套拳 冠軍  

    

132 第三十八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男子中童 A 組套拳亞

軍 

1A 林鈞賢 

    

133 高爾夫球(練習場)公開賽  青年組季軍 2D 梅凱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