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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成績(2017-2018) 
 
體育比賽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學生運動員獎 4C 鄒璟榆 
    
2 屯門區校際賽全年總錦標 (所有體育運動項目) 總季軍 男子組 
   
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蝶泳 冠軍 2A 夏兆良 
 50 米胸泳 冠軍 2B 李奇洛 
 50 米背泳 冠軍 2C 范浩軒 
 200 米胸泳 冠軍 2B 李奇洛 
 50 米胸泳 亞軍 4C 鄒璟榆 
 50 米背泳 亞軍 5E 郭盈輝 
 100 米胸泳 亞軍 1A 陳毅翔 
 100 米背泳 亞軍 4B 李卓軒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6C 周卓琳 
 200 米胸泳 亞軍 6B 鍾琬琳 
 200 米胸泳 亞軍 6D 梁國熙 
 50 米胸泳 季軍 1A 陳毅翔 
 50 米蝶泳 季軍 1D 李卓禧 
 50 米自由泳 季軍 3A 莊靜翎 
 50 米背泳 季軍 4C 梁慧妍 
 50 米自由泳 季軍 6C 周卓琳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1B 黎子迪 
 100 米胸泳 季軍 4C 鄒璟榆 
 200 米自由泳 季軍 1D 李卓禧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女子乙組 
   4 X 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男子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女子甲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男子甲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男子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女子丙組 
  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 
  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女子甲組 
  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 
  總亞軍 男子 
  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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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胸泳 亞軍 2B 李奇洛 
  50 米背泳 亞軍 2C 范浩軒 
  50 米胸泳 亞軍 4C 鄒璟榆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3A 莊靜翎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季軍 男子初級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女子高級組 
  團體亞軍 男子初級組 
   團體季軍 女子高級組 
  團體殿軍 女子初級組 
  團體季軍 女子組 
  團體殿軍 男子組 
  全場團體季軍  
    
5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蛙泳 亞軍 4C 鄒璟榆 
 50 米蛙泳 季軍 1A 陳毅翔 
 100 米蛙泳 季軍 1A 陳毅翔 
 200 米蛙泳 季軍 1A 陳毅翔 
    
6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   
 50 米蛙泳 冠軍 1A 陳毅翔 
 50 米蛙泳 冠軍 2B 李奇洛 
 50 米背泳 冠軍 2C 范浩軒 
 100 米蛙泳 冠軍 1A 陳毅翔 
 100 米蛙泳 冠軍 2B 李奇洛 
 100 米背泳 冠軍 2C 范浩軒 
    
7 沙田盃新秀游泳錦標賽   
  50 米背泳 冠軍 2C 范浩軒 
  50 米蛙泳 季軍  
    
8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50 米蛙泳 季軍 3B 何佩霖 
 50 米自由泳 季軍  
    
9 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 冠軍 2B 蔡洛 

  殿軍 2D 黃健希 
  新界區女子團體丙組

季軍 
野外定向隊 

  新界區女子團體總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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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0 飛達新里田徑聯賽第二站   
  男子 1500 米 殿軍 1D 許丁霖 
    

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乙組 冠軍 女子羽毛球隊 
   男子乙組 亞軍 男子羽毛球隊 
    

12 屯門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青少年組女子單打 冠軍 3C 楊子鈴 
  青少年組女子雙打 亞軍 3C 楊子鈴 
   2B 朱穎倩 
    

13 屯門區親子樂羽毛球比賽   
   父女組 亞軍 2B 蔡洛 
 女子 15 歲或以下單打組 冠軍  
  亞軍  
 姊妹組 季軍 4C 林泳妍 
    

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丙組 殿軍 女子排球隊 
  

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三級跳 冠軍 6C 邱騰朗 
   女子乙組標槍 冠軍 3B 蔡洛 
   女子丙組跳高 季軍 2A 勞韻妍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季軍  
    

1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丙組 冠軍 男子乒乓球隊 
   女子丙組 季軍 女子乒乓球隊 
    

17 屯門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冠軍 2C 林卓穎 
  季軍 2B 羅璟軒 
    

18 觀塘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青少年組(12-13 歲)  2C 林卓穎 
  男子單打亞軍  
    

19 深水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青少組季軍 2C 林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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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0 全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元朗盃)   
  中學男子乙組 2X30 秒雙腳及單車步 4 人交互 冠軍 2B 吳尚豪 
  繩速度賽  3C 趙爾納 
   4D 潘俊熹 
   5D 麥倬鳴 
  中學男子乙組 2X30 秒單側迴旋跳 冠軍 3C 趙爾納 
   4D 潘俊熹 
  中學女子乙組 30 秒單車步 冠軍 3B 簡凱婷 
  中學男子乙組 30 秒單車步 亞軍 3C 趙爾納 

  中學女子乙組 4X30 秒個人速度接力賽 亞軍 2B 蕭穎 
   3B 簡凱婷 

   3C 黃明心 
   4A 翟君怡 
  中學男子乙組 4X30 秒個人速度接力賽 亞軍 2B 吳尚豪 
   3C 趙爾納 
   5D 麥倬鳴 
   4D 潘俊熹 
  中學男子乙組 30 秒三重跳 亞軍 4D 潘俊熹 
  中學女子乙組 30 秒三重跳 季軍 2B 蕭穎 

  中學女子乙組 2X30 秒單側迴旋跳 殿軍 2B 蕭穎 
   3B 簡凱婷 

  中學男子乙組 全場總冠軍  
  中學女子乙組 全場總亞軍  
    

21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中學混合組 2 分鐘 6 人 1B 張卓 
  大繩比賽季軍 1C 高虹 
   2B 蕭穎 
   3C 黃明心 
   4A 翟君怡 
   5D 麥倬鳴 
    

22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中學甲組優異獎 跳繩隊 
    

23 ThaiTae 跆拳道國際公開賽 男子少年組冠軍 3B 廖柏舜 
    

24 第二十二屆亞洲城市跆拳道錦標賽 中乙級(53 公斤)冠軍 2B 郭晉謙 
    

25 夏令壁球聯賽 亞軍 5B 曾嘉熙 
    

26 屯門區壁球比賽 亞軍 5B 曾嘉熙 
    

27 第三十七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女子少年組長器械冠軍  4B 盧穎欣 
  女子少年組短器械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