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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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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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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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浚熙 救恩學校(小學部) 

亞軍 劉鍶進 聖公會基福小學 

季軍 關允曦 聖公會基福小學 

殿軍 鍾尚志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優異 

張嘉軒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黃朗軒 聖公會基福小學 

鄭錠濤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馬健峯 沙田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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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柏皓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亞軍 何一凡 聖公會基福小學 

季軍 黃思諭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殿軍 李籽晅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優異 

陳啟霖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文睿晃 喇沙小學 

黃劭哲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黃瀚彥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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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子豐 弘立書院 

亞軍 劉栢濤 聖公會基福小學 

季軍 衞柏霖 聖公會基福小學 

殿軍 王澤鎽 沙田官立小學 

優異 

劉嘉翀 寶血小學 

梁迅華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康子晴 沙田官立小學 

盧溢楓 沙田官立小學 

 



香港學界體育聯香港學界體育聯香港學界體育聯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會會會 

2018 –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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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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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恩琳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亞軍 謝姿廷 北角官立小學 

季軍 劉蔚曈 聖公會基福小學 

殿軍 謝鎵潁 聖公會基福小學 

優異 

陳曉慧 聖公會基福小學 

譚匡喬 聖公會基福小學 

鄧芷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孫佳安 漢基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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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芷晴 聖公會基福小學 

亞軍 王澤心 沙田官立小學 

季軍 鍾依伶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殿軍 何咏珈 沙田官立小學 

優異 

陳芷悠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侯韻晴 救恩學校(小學部) 

張嘉敏 聖公會基福小學 

伍德妤 嘉諾撒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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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芷桐 聖公會基福小學 

亞軍 嚴敏晴 沙田官立小學 

季軍 盧沛言 聖公會基福小學 

殿軍 羅子淇 聖公會基福小學 

優異 

雷詠淇 聖公會基福小學 

陳建頤 聖公會基福小學 

陳滋棓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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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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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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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亞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20) 

季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19) 

殿軍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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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亞軍 聖公會基福小學 (22) 

季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18) 

殿軍 喇沙小學 及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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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官立小學 (26) 

季軍 弘立書院 (24) 

殿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4) 

優異獎 

寶血小學 (10) *8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10) *4 

聖安多尼學校 (6) 

九龍塘宣道小學 及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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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基國際學校 (12) 

季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10) *8 

殿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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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6 

亞軍 沙田官立小學 (28) *14 

季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24) 

殿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及 嘉諾撒小學 (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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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亞軍 沙田官立小學 (26) 

季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14) 

殿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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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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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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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亞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54) 

季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48) 

殿軍 沙田官立小學 (32) 

第五名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31) 

第六名 救恩學校(小學部) (28) 

第七名 弘立書院 (24) 

第八名 喇沙小學 (17) 

第九名 聖安多尼學校 (16) 

第十名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13) 

第十一名 寶血小學 (10) 

第十二名 

嘉諾撒小學 (9)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9) 

第十四名 

九龍塘宣道小學 (5)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5) 

第十六名 香港培正小學 及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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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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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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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官立小學 (54) 

季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34) 

殿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32) 

第五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27) 

第六名 嘉諾撒小學 (14) 

第七名 漢基國際學校 (12) 

第八名 九龍塘宣道小學 (7) 

第九名 香港培正小學 (6) 

第十名 

弘立書院 (4)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4) 

第十二名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