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5 – 2016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全港小學校際全港小學校際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壁球比賽壁球比賽壁球比賽 
 

(2015年 11月 14、15及 21日  香港壁球中心) 
 

【【【【個人獎項個人獎項個人獎項個人獎項 – 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 

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冠軍 唐國安 聖公會基福小學 

亞軍 何漢琛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季軍 何軍賢 沙田官立小學 

殿軍 張家祐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第五名 

羅柏熹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曾敬楠 聖公會基福小學 

郭仲儒  聖公會基福小學 

葉梓皓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羅書友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亞軍 賴朗澄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季軍 羅泊棋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殿軍 萬旨穎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第五名 

方嘉良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馮景滔 聖公會基福小學 

鄧昊朗 救恩學校(小學部) 

鍾景霖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李松軒 聖公會基福小學 

亞軍 鄭泓真 弘立書院 

季軍 譚子盛 沙田官立小學 

殿軍 黃梓朗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第五名 

洪浩傑 聖公會基福小學 

李栩樂 香港潮商學校 

阮紹恒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麥浚熙 救恩學校(小學部)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5 – 2016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2015年 11月 14、15及 21日  香港壁球中心) 
 

【【【【個人獎項個人獎項個人獎項個人獎項 – 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 

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謝依霖 北角官立小學 

亞軍 林葆熒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季軍 衞思穎 聖公會基福小學 

殿軍 李苑柔 聖公會基福小學 

第五名 

茹詠怡 聖公會基福小學 

連靖晞 救恩學校(小學部) 

Robinson     

Caeli Moegan Lee 
德瑞國際學校 

鄺思嘉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夏榆斐  聖公會基福小學 

亞軍 鄭碧澄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季軍 李施樂 聖公會基福小學 

殿軍 湯翠鈺 聖公會基福小學 

第五名 

李凱婷 保良局雨川小學 

盧以琳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李籽優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廖殷嵐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梁加萱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亞軍 翁怡晴 聖公會基福小學 

季軍 黃承霏 拔萃女小學 

殿軍 潘信明 聖公會基福小學 

第五名 

黎家穎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廖栩怡 救恩學校(小學部) 

張穎喬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劉晴琳 沙田官立小學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5 – 2016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2015年 11月 14、15及 21日  香港壁球中心) 
 

【【【【團體獎項團體獎項團體獎項團體獎項】】】】 

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32) 

亞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22) 

季軍 沙田官立小學 (18) 

殿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6) 

  
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34) 

亞軍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18) 

季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16) 

殿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15) 

  
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28) 

亞軍 弘立書院 (18) *14 

季軍 沙田官立小學 (18) 

殿軍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14) 

  
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30) 

亞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20) 

季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2) 

殿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10) 

  
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38) 

亞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30) 

季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12) 

殿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4) 

  
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28) 

亞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26) 

季軍 沙田官立小學 (16) 

殿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5 – 2016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2015年 11月 14、15及 21日  香港壁球中心) 
 

【【【【團體總成績團體總成績團體總成績團體總成績】】】】 

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76) 

亞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62) 

季軍 
沙田官立小學 (46)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46) 

第五名 救恩學校(小學部)  (34) 

第六名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18)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18)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18) 

弘立書院 (18) 

第十名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13) 

第十一名 喇沙小學 (12) 

第十二名 嘉諾撒小學 (9) 

第十三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8) 

第十四名 聖安多尼學校 (6) 

第十五名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5) 

第十六名 九龍塘宣道小學 (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5 – 2016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賽賽賽 
 

(2015年 11月 14、15及 21日  香港壁球中心)  
 

【【【【團體總成績團體總成績團體總成績團體總成績】】】】 

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冠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96) 

亞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68) 

季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44) 

殿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28) 

第五名 沙田官立小學 (16) 

第六名 弘立書院 (7) 

第七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6) 

第八名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5) 

第九名 
聖安多尼學校 (4)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