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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項目 獎項 得獎隊伍 / 學生 

    

1 全國中學生排球錦標賽 冠軍 6E 黃嘉熙 

    

2 全國第十一屆中學生運動會   

 男子排球比賽 殿軍 6D 林焯軒 

   6E 黃嘉熙 

    

3 保良局聯校水運會   

 50 米胸泳 亞軍 7S 黃詠恩 

 50 米背泳 冠軍 7S 黃詠恩 

  季軍 2B 黃沅潼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E 陳思齊 

 100 米胸泳  冠軍 6B 陳譽朗 

  亞軍 7S 黃詠恩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5E 陳思齊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女子高級組 

 女子初級組團體殿軍   

 女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男子高級組團體殿軍   

 女子組團體亞軍   

 全場總季軍   

    

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E 陳思齊 

 50 米背泳 亞軍 2B 黃沅潼 

   2D 李沅熹 

   7S 黃詠恩 

 100 米胸泳 冠軍 (創新紀錄) 6B 陳譽朗 

  冠軍 1C 李泳彤 

 100 米背泳 季軍 2D 李沅熹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5E 陳思齊 

  季軍 3B 藍彥晴 

 200 米胸泳 冠軍 (創新紀錄) 6B 陳譽朗 

  冠軍 1C 李泳彤 

  亞軍 1A 鄭民暄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7S 黃詠恩 

  亞軍 3A 譚婉翹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4A 庾海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創新紀錄) 女子甲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女子乙組 

  季軍 女子丙組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甲組 亞軍  

 男子乙組 季軍 男子排球隊 

 男子丙組 季軍  

    

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丙組 冠軍 男子足球隊 



 2 

 

 項目 獎項 得獎隊伍 / 學生 

    

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跳高 亞軍 2A 連雅盈 

 男子甲組 800 米 季軍 5A 譚以靖 

 女子乙組 200 米 季軍 4D 鍾宛霖 

 女子乙組 4X400 米 季軍 3A 陳雯懿 

   4A 庾海澄 

   4D 何卓蕎 

   4E 許若天 

 女子乙組團體季軍   

    

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 亞軍  

 女子丙組 季軍 女子羽毛球隊 

    

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越野賽 

  

 男子丙組 殿軍 2E 黃子毅 

 男子乙組團體殿軍   

 男子丙組團體殿軍   

    

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 殿軍 女子籃球隊 

    

1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元朗區體育會 

元朗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亞軍 

 

1B 吳明翀 

    

1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屯門區體育會 

屯門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亞軍 

 

1B 吳明翀 

    

13 仁愛堂暑期羽毛球比賽   

 女子 13-16 歲組雙打 季軍 2D 蔡悅晴 

 女子 13-16 歲組單打 季軍 4C 吳樂兒 

    

14 屯門區游泳比賽   

 50 米胸泳  冠軍 7S 黃詠恩 

 50 米背泳 冠軍 7S 黃詠恩 

  冠軍 2D 李沅熹 

 50 米蝶泳 冠軍 7S 黃詠恩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E 陳思齊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5E 陳思齊 

 100 米蝶泳 季軍 4A 庾海澄 

 100 米胸泳 亞軍 1A 鄭民暄 

 100 米背泳 季軍 2D 李沅熹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5E 陳思齊 

 200 米胸泳 亞軍 1C 李泳彤 

  季軍 1A 鄭民暄 

 200 米背泳 冠軍 2D 李沅熹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1C 李泳彤 

    

15 元朗區水運會   

   100 米蝶泳 冠軍 4A 庾海澄 

   50 米背泳 季軍 6D 吳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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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荃灣區游泳比賽   

 50 米胸泳 亞軍 6B 陳譽朗 

 100 米胸泳 冠軍 6B 陳譽朗 

   200 米胸泳 冠軍 6B 陳譽朗 

   100 米背泳 冠軍 2D 李沅熹 

   200 米背泳 冠軍 2D 李沅熹 

   200 米個人四式 季軍 3D 陳姻霈 

    

17 大埔區游泳比賽   

 100 米胸泳 亞軍 6B 陳譽朗 

   200 米胸泳 亞軍 6B 陳譽朗 

    

18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學生運動員獎 5A 劉志強 

    

19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男子中童組短器械 亞軍 2E 洪卓霆 

 男子中童組長器械 亞軍  

    

20 第三十一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男子中童組短器械 亞軍 2E 洪卓霆 

    

21 港穗盃跆拳道比賽 雛量級冠軍 4E 許若天 

    

22 第十屆國際跆拳道錦標賽   

   青少年女子 (輕量級) 季軍 4E 許若天 

   團體賽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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