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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比賽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60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學生運動員獎 2D 勞琛兒 

   

6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 冠軍 4B 范浩軒 

 100 米胸泳 冠軍 4D 李奇洛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1C 賀詠宜 

 50 米胸泳 亞軍 4D 李奇洛 

 50 米胸泳 亞軍 6C 鄒璟榆 

 50 米胸泳 亞軍 3C 徐一塵 

 50 米自由泳 亞軍 1C 賀詠宜 

 50 米背泳 亞軍 6C 梁慧妍 

 200 米胸泳 亞軍 3A 陳毅翔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3B 黎子迪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4B 范浩軒 

 50 米自由泳 季軍 2D 譚允言 

 50 米自由泳 季軍 5D 莊靜翎 

 50 米背泳 季軍 6B 李卓軒 

 50 米背泳 季軍 3D 李卓禧 

 50 米胸泳 季軍 3A 陳毅翔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女子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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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 

  團體亞軍 女子甲組 

  團體季軍 女子丙組 

  總季軍 男子 

  總亞軍 女子 

    

62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 冠軍 4B 范浩軒 

 50 米自由泳 冠軍 1C 賀詠宜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1C 賀詠宜 

 100 米背泳 冠軍 4B 范浩軒 

 100 米胸泳 季軍 4D 李奇洛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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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甲組 季軍 男子羽毛球隊 

    

64 The 11th MBA International Badminton  父女組冠軍 5C 蔡洛 

 Championship 雙打亞軍 5C 蔡洛 

   6C 林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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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65 屯門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2D 勞琛兒 

  冠軍  

    

66 觀塘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2D 勞琛兒 

  冠軍  

    

67 大埔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2D 勞琛兒 

  亞軍  

    

68 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 女子單打 13-14 組 2D 勞琛兒 

  冠軍  

  女子雙打青少年組 6C 林泳妍 

  亞軍 5C 蔡洛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5C 蔡洛 

  季軍  

    

69 東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5C 蔡洛 

  季軍  

    

70 屯門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男子單打青少年組 4B 林卓穎 

  冠軍  

  男子雙打青少年組  

  冠軍  

    

71 西貢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男子雙打青少年組 4B 林卓穎 

  季軍  

    

7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4 X 400 米接力 季軍 男子組 

   標槍 殿軍 5C 鄭輝煌 

   標槍 殿軍 5C 蔡洛 

   三級跳 殿軍 4C 郭晉謙 

   跳遠 殿軍 4D 張樂賢 

   1500 米 殿軍 3C 莫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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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73 第十屆亞洲跳繩錦標賽 - 熱身賽   

 30 秒提膝跳 (17 歲男子組) 冠軍 6D 潘俊熹 

 30 秒側擺交叉跳 (17 歲男子組) 冠軍   

 30 秒交叉開跳 (17 歲男子組) 冠軍  

 30 秒單車步跳 (17 歲男子組)  冠軍  

 30 秒跨下二式跳 (17 歲男子組) 冠軍  

 30 秒二重跳 (17 歲男子組) 冠軍  

   17 歲男子組 團體總冠軍  

    

74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三人交互繩花式 冠軍 4D 蕭穎 

   5D 簡凱婷 

   6D 潘俊熹 

 4 X 30 秒速度跳 亞軍 1C 曾蔚姍 

   4A 卓己珊 

   5D 簡凱婷 

   6D 潘俊熹 

 4 X 30 秒交互繩速度跳 亞軍 4D 蕭穎 

   5D 簡凱婷 

   6A 翟君怡 

   6D 潘俊熹 

 1 分鐘交互繩速度跳 亞軍 5D 簡凱婷 

   6A 翟君怡 

   6D 潘俊熹 

 2 X 30 秒速度跳 季軍 5D 簡凱婷 

   6D 潘俊熹 

 2 人個人花式 季軍 5D 簡凱婷 

   6D 潘俊熹 

 15-17 歲組 團體總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