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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比賽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 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傑出運動員(游泳) 1A 廖恩希 

    

2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學生運動員獎 6E 陳碩軒 

   

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自由泳 季軍 3A 周卓琳  

   季軍 5E 黃沅潼 

  季軍 1A 梁慧妍 

   50 米背泳 冠軍 5A 李沅熹 

    冠軍 1A 梁慧妍 

   50 米蝶泳 冠軍 5E 黃沅潼 

  季軍 2B 郭盈輝 

  季軍 6C 陳姻霈 

   50 米蛙泳 冠軍 (新紀錄) 1B 鄒璟榆 

    冠軍 4A 鄭民暄 

 100 米蛙泳 冠軍 (新紀錄) 1B 鄒璟榆 

  冠軍 4A 鄭民暄 

  冠軍 3C 龍佩玉 

    季軍 2D 李昀融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3A 周卓琳 

  季軍 6D 藍彥晴 

   100 米背泳 冠軍 (新紀錄) 1A 廖恩希 

    亞軍 5A 李沅熹 

   200 米蛙泳 冠軍 3A 梁國熙 

  亞軍 4A 李泳彤 

  季軍 3C 庾天蔚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新紀錄) 1A 廖恩希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2B 郭盈輝 

  季軍 3C 庾天蔚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新紀錄) 女子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女子甲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女子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男子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男子丙組 

   4 X 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男子丙組 

   4 X 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甲組 

  團體冠軍 女子丙組 

  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 

  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 

  團體季軍 男子乙組 

  全場總亞軍 男子 

  全場總冠軍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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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4 保良局屬下中學聯校水運會   

   5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50 米背泳 亞軍 5E 黃沅潼 

   50 米自由泳 亞軍 3A 周卓琳 

   50 米蛙泳 亞軍 1B 鄒璟榆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1A 廖恩希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5E 黃沅潼 

 100 米蛙泳 亞軍 1B 鄒璟榆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女子初級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女子高級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男子初級組 

  個人全場冠軍 1A 廖恩希 

    冠軍 女子初級組 

  亞軍 女子高級組 

  殿軍 男子初級組 

  亞軍 女子組 

  全場總季軍  

    

5 Speedo 泰國游泳分齡錦標賽   

 5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4 X 100 米混合泳接力 冠軍 1A 廖恩希 

   4 X 10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1A 廖恩希 

   4 X 20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1A 廖恩希 

    

6 長池游泳團體錦標賽   

   5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7 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50 米背泳 季軍 1A 廖恩希 

   100 米背泳 季軍 1A 廖恩希 

   200 米背泳 季軍 1A 廖恩希 

    

8 新界區新春冬泳錦標賽   

 女子青少年組 季軍 1A 廖恩希 

    

9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10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100 米背泳 季軍 1A 廖恩希 

   200 米背泳 亞軍 1A 廖恩希 

    

11 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50 米背泳 季軍 1A 廖恩希 

   10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20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12 國慶游泳錦標賽   

   50 米蝶泳 冠軍 4A 鄭民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4A 鄭民暄 

   50 米蛙泳 冠軍 4A 鄭民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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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3 沙田國慶杯游泳錦標賽   

   5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50 米自由泳 亞軍 1A 廖恩希 

   50 米蝶泳 e 季軍 1A 廖恩希 

    

14 番港游泳邀請賽   

   50 米背泳 亞軍 5E 黃沅潼 

   50 米蛙泳 季軍 3A 梁國熙 

   50 米自由泳 季軍 1A 梁慧妍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3A 周卓琳 

   100 米蛙泳 季軍 3A 梁國熙 

    

15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 冠軍 5A 李沅熹 

  亞軍 1A 廖恩希 

   50 米蛙泳 冠軍 1B 鄒璟榆 

  季軍 4A 鄭民暄 

   10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亞軍 5A 李沅熹 

   100 米蛙泳 冠軍 1B 鄒璟榆 

   20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季軍 5A 李沅熹 

   200 米蛙泳 冠軍 1B 鄒璟榆 

    

16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新界會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 亞軍 1A 廖恩希 

   50 米自由泳 季軍 1A 廖恩希 

   1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1A 廖恩希 

    

17 沙田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新紀錄) 1A 廖恩希 

    

18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10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200 米背泳 冠軍 1A 廖恩希 

    

19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蝶泳 亞軍 5E 黃沅潼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E 黃沅潼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5E 黃沅潼 

  

2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甲組 亞軍 男子排球隊 

 男子乙組 冠軍 男子排球隊 

 男子丙組 殿軍 男子排球隊 

 女子乙組 殿軍 女子排球隊 

  總冠軍 男子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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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女子甲組個人 冠軍 6E 冼秀婷 

   女子甲組 季軍 女子越野隊 

   女子乙組 季軍 女子越野隊 

   女子丙組 殿軍 女子越野隊 

   男子甲組 季軍 男子越野隊 

   男子乙組 季軍 男子越野隊 

  總季軍 女子越野隊 

  總季軍 男子越野隊 

    

2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 亞軍 女子羽毛球隊 

   女子乙組 冠軍 女子羽毛球隊 

  總亞軍 女子羽毛球隊 

    

23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羽毛球比賽 亞軍 4C 吳明翀 

  

2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1500 米 冠軍 6E 冼秀婷 

   800 米 季軍 6E 冼秀婷 

   200 米 季軍 3D 謝汶澔 

    

25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100 米 亞軍 6E 陳碩軒 

   100 米 季軍 3D 謝汶澔 

   200 米 亞軍 6E 陳碩軒 

   800 米 亞軍 6E 冼秀婷 

   1500 米 冠軍 6E 冼秀婷 

   三級跳 亞軍 6E 陳鎬安 

   4 X 400 米接力 亞軍 女子丙組 

    

26 葵青區分齡田徑比賽   

   100 米 冠軍 1C 文濼儀 

   4 X 100 米 冠軍 1C 文濼儀 

    

27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   

 4 X 100 米 冠軍 1C 文濼儀 

   100 米 亞軍 1C 文濼儀 

   200 米 亞軍 1C 文濼儀 

    

28 屯門區壁球比賽   

   男子青年組 亞軍 2D 曾嘉熙 

  

29 第三十四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女子中童組短器械季軍 1C 盧穎欣 

  女子中童組長器械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