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 年度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最佳運動員選舉 ~ 男子組

文 彥 熹
Man Yin Hay Adryan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00 米: 2nd (1:11.55)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3rd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小六‧12 歲
專項：田徑、足球
學校評語：

彥熹熱愛運動，在校內尤以足球、籃球、田徑最為出色，
平日練習努力不懈，有毅力，盡全力。比賽時，有體育
精神，為自己的個人比賽項目或團體比賽項目均全力以
赴，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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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學業成績或運動成績，彥熹都是校內的優異學生，
值得表揚。

莫 煒 謙
Mok Wai Him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跳高: 2nd (1.26m)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2nd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跳高: 參賽
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初賽階段(正選)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小六‧12 歲
專項：田徑、足球、籃球
學校評語：
莫煒謙活潑好動，成績優異。從小四開始，多年來代表學校
參與不同體育項目的比賽，並在 2016-17 年度擔任籃球隊隊
長，帶領校隊勇奪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冠軍並獲選為
傑出運動員。在五月期間，更獲選為港、澳埠際賽代表，為
港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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煒謙在籃球、足球、獅藝、田徑活動中，都竭盡所能，刻苦
訓練，態度認真，與同學互勵互勉，和睦相處，深受同學愛
戴。

精英/埠際比賽成績：
埠際籃球比賽(小學組)
．男子組: 1st

劉 子 睿
Lau Tsz Yui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
．50 米蛙泳: 2nd (38.32)
．100 米蛙泳: 2nd (1:27.16)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1st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00 米: 2nd (1:09.42)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1st(正選)

香港培正小學‧小六‧12 歲
專項：游泳、田徑、籃球
學校評語：
子睿自小對運動充滿熱誠，在學校積極參與各種不同類
型的運動，以發掘自己的潛能。
本年度子睿代表學校參加了三項九龍東分區學界比賽，
成績優異，並因此曾代表本區出席全港區際賽，而且他
更是校際小學籃球賽、全港區際賽兩項冠軍隊伍之隊
長，為學校，為九東區增光。他除了兼顧田徑、籃球及
游泳訓練外，他亦懂得安排時間溫習以應付學業，他是
學校的優異生，實在是非常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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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康 睿
Sin Hong Yui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
．跳遠: 1st (3.93m)
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1st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
．跳遠: 參賽
全港區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初賽階段(正選)

林 祐 新
Lam Yau San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跳遠: 4th (4.38m)
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2nd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2nd

英華小學‧小五‧11 歲
專項：田徑、排球
學校評語：
單康睿同學熱愛運動，自幼參與田徑訓練，其中跳遠成
績優異。及後參與排球訓練，亦能擔當主力球員，為校
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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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睿除力爭優異運動成績外，於日常訓練中擔任大哥哥
角色，協助老師指導年幼學員，可謂本校的體育模範生。

九龍塘宣道小學‧小六‧11 歲
專項：田徑、足球、籃球、排球
學校評語：
林祐新同學從小已接受有系統的田徑訓練，過往兩年在
男子跳遠項目中亦取得佳績（男丙：冠軍，男乙：季軍）。
本年度林同學嘗試在不同項目中尋找新挑戰，協助本校
籃球（亞）、足球（亞）及排球（冠）隊取得驕人成績。
林同學勇於嘗試，刻苦勤奮，在訓練過程中遇到不少挫
折及挑戰，但他仍能把它們一一克服，突破界限，超越
自我。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3rd(正選)
全港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男子組: 初賽階段(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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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芷 悅
Lao Tsz Yuet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100 米: 1st (15.33)
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 2nd
．傑出運動員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小五‧10 歲
專項：田徑、羽毛球
學校評語：
Hilary is a member of the school Athletic Team and
Badminton Team. This year, she was the 1st runner-up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East Area Inter-Primary Schools
Badminton Competition. Besides that, she demonstrates a
high level of Athletic ability.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East
Area Inter-Primary Schools Athletic Competition, she was
the Champion in the 100m race and 1st runner-up in the
4x100m relay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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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is especially excels in playing badminton. She joined
many competitions outside and won a lot of prizes. This
year, she was the 2nd runner-up in the BOCHK Hong Kong
Annual Badminton Championships 2017 and she has been
one of the key players. He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reveals an active and persevering character.

郭 芯 如
Kwok Sum Yu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擲壘球: 1st (31.43m)
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 3rd
．傑出運動員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小六‧12 歲
專項：田徑、羽毛球
學校評語：
郭芯如同學於田徑及羽毛球校際比賽成績突出，多年來為羽
毛球隊付出，默默耕耘，亦帶領女子團體獲得季軍，並代表
港島西區出賽全港區際羽毛球比賽；另外在校學業成績及品
行亦良好。

港
島
西
區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擲壘球: 7th (34.52m)
全港區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 初賽階段(正選)

黃 晞 雯
Wong Hei Man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推鉛球: 1st (7.96m)(新紀錄)
．傑出運動員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推鉛球: 2nd (8.27m)
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3rd(正選)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小六‧12 歲
專項：田徑、籃球
精英/埠際比賽成績：
埠際籃球比賽(小學組)
．女子組: 1st
學校評語：
晞雯運動天賦優厚，在田徑及籃球運動方面尤見出眾。在校
際及區際籃球比賽中帶領隊員執行教練戰術，克敵制勝屢獲
獎項，榮獲傑出運動員獎。在校際田徑推鉛球比賽中，不但
擊敗多個對手，更以破紀錄的成績勇奪冠軍，其後代表九龍
東區出戰區際田徑比賽，以打破自己在九龍東區女子甲組推
鉛球的紀錄成績勇奪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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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海 琳
Lu Hoi Lam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60 米: 1st (8.84)(新紀錄)
．傑出運動員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 2nd
．傑出運動員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優異
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組: 優異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小六‧12 歲
專項：田徑、籃球、排球、乒乓球
學校評語：
魯海琳同學不但是田徑隊隊長、更是乒乓球隊、籃球隊、排
球隊主力；在本年度田徑學界賽中女甲 4x100 米勇奪冠軍、
並於女甲 60 米打破紀錄奪冠，更協助學校榮獲本年度女甲
團體冠軍；在乒乓球隊中展現鬥志，勇奪學界賽團體亞軍，
她本人獲選為傑出運動員；她亦協助籃球隊和排球隊在學界
賽分別獲得八強優異成績，展示她運動能力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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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時訓練亦從不缺席反映她堅毅不屈的性格；訓練時都專注
集中，服從教練的指示；她是具有領導才能的隊長，協助教
練安排訓練並用心教導師弟妹；而每次比賽前都定下目標，
尋求突破；連續兩年均打破學界田徑女乙女甲 60 米的紀
錄，證明她當遇到挫折不會氣餒，積極找出失敗原因力求突
破。
除了體育成績優異，海琳的學業成績亦名列前茅。分配訓練
與溫習時間得宜，達致多方面平衡發展；再者，她是學校風
紀隊長，謹守崗位及嚴守紀律，是同學的榜樣。她不但是學
校的優秀運動員，更是學校的模範生。

王 心 言
Wong Sum Yin Jada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擲壘球: 2nd (27.06m)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4th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小五‧11 歲
專項：田徑、籃球
學校評語：
Jada is a determined athlete. Since her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local age-group competitions, she has been challenging
herself with higher precision and quality of skills, which was
shown undoubtedly in her debut in the Inter-school Athletic
Competition.
Jada possesses a great deal of concentration and devotion.
Whilst having trainings on most of the afternoons during the
week, she was able to tackle challenges in her academic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Jada is a good team player who shows respect and support
to her coaches and training partners. She demonstrates her
determination and devotion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all kinds of trainings and soci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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