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

更新日期：1/6/2013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甲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伯裘書院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男乙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男丙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女甲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女乙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女丙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男甲 元朗商會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男乙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男丙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甲 遵理學校 賽馬會毅智書院 伯裘書院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男乙 元朗商會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男丙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女甲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女乙 元朗商會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裘錦秋中學(元朗)

女丙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男甲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男乙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賽馬會毅智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男丙 天水圍香島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甲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男乙 伯特利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男丙 可道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男甲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天主教培聖中學

男乙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男丙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羽毛球

足球

籃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

更新日期：1/6/2013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甲 元朗商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男乙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

男丙 元朗商會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女甲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女乙 元朗商會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女丙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甲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男乙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男丙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女甲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女乙 趙聿修紀念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女丙 元朗商會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男甲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元朗天主教

男乙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男丙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甲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男乙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男丙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女甲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女乙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女丙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女甲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裘錦秋中學(元朗)

女乙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女丙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元朗商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伯裘書院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沙灘手球

排球

手球

乒乓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

更新日期：21/5/2013

麥雨晴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馮淇璟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謝偉楠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羽毛球 胡依廷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游泳 梁文泳 趙聿修紀念中學

籃球 梁兆華 遵理學校(元朗)

男子組總冠軍男子組總冠軍男子組總冠軍男子組總冠軍 女子組總冠軍女子組總冠軍女子組總冠軍女子組總冠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

元朗商會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 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

天水圍官立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 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元朗區中學分會元朗區中學分會元朗區中學分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新界地域中學新界地域中學新界地域中學新界地域中學

校際越野比賽【已頒】

校際游泳比賽【已頒】

最佳進步學校獎最佳進步學校獎最佳進步學校獎最佳進步學校獎

單項傑出運動員單項傑出運動員單項傑出運動員單項傑出運動員

單項總冠軍單項總冠軍單項總冠軍單項總冠軍

校際羽毛球比賽

校際籃球比賽

校際乒乓球比賽

全年總錦標全年總錦標全年總錦標全年總錦標

全能傑出運動員全能傑出運動員全能傑出運動員全能傑出運動員

季軍

校際排球比賽

校際足球比賽

校際手球比賽

校際田徑比賽【已頒】

冠軍

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