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各項校際比賽獲獎名單

更新日期：29/5/2014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男甲(I)

男乙(I)

男丙(I)

女甲(I)

女乙(I)

女丙(I)

男甲(II)

男乙(II)

男丙(II)

女甲(II)

女乙(II)

女丙(II)

男甲(I)

男乙(I)

男丙(I)

男甲(II)

男乙(II)

男丙(II)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林大輝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林大輝中學 Sha Tin College 德信中學

Sha Tin College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培僑書院 德信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培僑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馬鞍山崇真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沙田培英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馬鞍山崇真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培僑書院

馬鞍山崇真中學

Sha Tin College 沙田崇真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馬鞍山崇真中學

Sha Tin College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樂道中學 保良局胡忠中學 馬鞍山崇真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Sha Tin College 保良局胡忠中學 沙田蘇浙公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林大輝中學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Sha Tin College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殿軍

賽馬會體藝中學

冠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優異 優異

馬鞍山崇真中學樂道中學沙田蘇浙公學Sha Tin College

季軍 殿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沙田崇真中學 基督書院

優異 優異

殿軍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林大輝中學 五育中學 基督書院 青年會書院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梁文燕紀念中學 ( 沙田 ) 德信中學 基督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青年會書院啟新書院

培僑書院 沙田培英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培僑書院

沙田崇真中學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曾璧山中學 培僑書院 沙田官立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培僑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培僑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培僑書院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殿軍季軍亞軍

林大輝中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羽毛球

籃球

足球

冠軍

賽馬會體藝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啟新書院 基督書院

啟新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青年會書院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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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9/5/2014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男甲(I)

男乙(I)

男丙(I)

女甲(I)

女乙(I)

女丙(I)

男甲(II)

男乙(II)

男丙(II)

女甲(II)

女乙(II)

女丙(II)

男子

女子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羅撒書院

聖羅撒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聖羅撒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基督書院 馬鞍山崇真中學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沙田培英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馬鞍山崇真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聖羅撒書院

殿軍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馬鞍山崇真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季軍 殿軍 優異 優異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林大輝中學

林大輝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林大輝中學 佛教黃允畋中學 樂道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沙田官立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聖羅撒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林大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聖羅撒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沙灘排球

季軍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沙田崇真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林大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

沙田培英中學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沙田崇真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青年會書院

德信中學 林大輝中學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林大輝中學 青年會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德信中學/沙田崇真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林大輝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青年會書院 德信中學 林大輝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手球

乒乓球

排球

德信中學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沙田官立中學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佛教黃允畋中學鄭植之中學/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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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總冠軍 女子組總冠軍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沙田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

德信中學 --------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羅撒書院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羅撒書院

男子組 女子組

冠軍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亞軍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季軍 林大輝中學 / 德信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殿軍 -------- 林大輝中學

第五名 沙田崇真中學 培僑書院

第六名 培僑書院 聖羅撒書院

第七名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沙田培英中學

第八名 沙田學院 沙田官立中學

第九名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五育中學

第十名 沙田官立中學 沙田學院

男子組 女子組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馮穎祺 林大輝中學

利愷盈 林大輝中學

梁寶怡 賽馬會體藝中學

劍擊 劉妍妨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壘球 程進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田徑 杜婉筠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田徑 黃啟樂 (賽馬會體藝中學)

女子足球 陳曉彤 (賽馬會體藝中學)

體操 陸思諾 (賽馬會體藝中學)

壁球 何嘉詠 (賽馬會體藝中學)

劍擊 張家朗 (林大輝中學)

越野 周漢聶 (培僑書院)

足球 鄭展龍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全能傑出運動員

新界地域中學

單項傑出運動員

校際手球比賽

校際游泳比賽【已頒】

校際乒乓球比賽

校際排球比賽

全年總錦標

最佳進步學校獎

單項總冠軍

校際田徑比賽【已頒】

校際羽毛球比賽

校際籃球比賽

校際越野比賽【已頒】

校際足球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