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

更新日期：23/5/2016

(未頒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梁植偉 李兆基 顧超文 伍若瑜 石籬天主教 李賢堯 林護 陳兆民

男乙 林護 石籬天主教 李賢堯 梁植偉 李惠利 李兆基 顧超文 陳兆民

男丙 石籬天主教 李賢堯 林護 顧超文 李兆基 伍若瑜 吳祥川 陳兆民

女甲 石籬天主教 燕京 吳祥川 伍若瑜 保祿六世 棉紡 葵裘錦秋 愛禮信

女乙 李賢堯 石籬天主教 荔天 顧超文 林護 李兆基 蕭明 伍若瑜

女丙 林護 石籬天主教 李兆基 李賢堯 荔天 葵裘錦秋 安柱 伍若瑜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併列)

男甲 吳祥川 李兆基 獅子會 皇仁舊生會 林護 保良八三 伍若瑜 安柱

男乙 吳祥川 伍若瑜 保良八三 獅子會 林護 皇仁舊生會 李兆基 安柱

男丙 李兆基 吳祥川 林護 伍若瑜 李賢堯 善德 陳兆民(棄) 鍾榮光

女甲 蕭明 善德 保良八三 保祿六世 林護 吳祥川 安柱 李賢堯

女乙 蕭明 伍若瑜 吳祥川 保良八三 安柱 棉紡 李兆基 荔天

女丙 蕭明 伍若瑜 保良八三 善德 吳祥川 林護 李兆基 鍾榮光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I) 葵裘錦秋 李賢堯 李兆基 葵涌循道 林護 梁植偉 全完 葉紀南

男乙(I) 葵裘錦秋 梁植偉 葵涌循道 全完 李兆基 李賢堯 林護 葉紀南

男丙(I) 葵裘錦秋 葉紀南 葵涌循道 李賢堯 全完 梁植偉 李兆基 林護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併列)

男甲(II) 伍少梅 吳祥川 獅子會 伍若瑜 善德 圓玄一中 鍾榮光 愛禮信

男乙(II) 李惠利 獅子會 鍾榮光 葵涌蘇浙 伍若瑜 燕京 棉紡 陳兆民

男丙(II) 棉紡 陳南昌 皇仁舊生會 保良八三 安柱 李惠利 伍若瑜 吳祥川

女甲 葵裘錦秋 燕京 保祿六世 陳兆民 愛禮信 吳祥川 李賢堯 李兆基

女乙 李賢堯 葵裘錦秋 陳兆民 顧超文 燕京 荔天 保祿六世 葵涌循道

女丙 葵裘錦秋 李兆基 葵涌循道 陳兆民 安柱 李賢堯 燕京 葉紀南

(已頒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李賢堯 李兆基 棉紡 葵裘錦秋 陳兆民 陳南昌 葉紀南 林護

男乙 陳兆民 李賢堯 葵裘錦秋 葉紀南 林護 李兆基 梁植偉 荔天

男丙 李兆基 棉紡 李賢堯 林護 陳兆民 荔天 伍若瑜 葉紀南

女甲 蕭明 棉紡 荔天 伍若瑜 林護 李賢堯 陳兆民 葵裘錦秋

女乙 李兆基 李賢堯 荔天 蕭明 陳兆民 林護 伍若瑜 梁植偉

女丙 李兆基 李賢堯 荔天 林護 梁植偉 伍若瑜 葉紀南 陳兆民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I) 梁植偉 葵裘錦秋 燕京 李兆基 棉紡 陳兆民 保良八三 李惠利

男乙(I) 保良八三 燕京 李兆基 葵裘錦秋

男丙(I) 棉紡 燕京 葵裘錦秋 保良八三 李兆基 陳兆民 梁植偉 李惠利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併列)

男甲(II) 葵涌循道 皇仁舊生會 獅子會 葵涌蘇浙 陳南昌 安柱 李賢堯 愛禮信

男乙(II) 安柱 伍若瑜 葉紀南 葵涌循道

男丙(II) 葉紀南 獅子會 荔天 葵涌循道 皇仁舊生會 愛禮信 圓玄一中 葵涌蘇浙

足球

棉紡/梁植偉/李惠利/陳兆民

皇仁舊生會/吳祥川陳南昌/圓玄一中

田徑

羽毛球

籃球

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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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併列)

男甲 石籬天主教 顧超文 李兆基 陳兆民 葉紀南 獅子會(棄) 李惠利(棄) ------

男乙 石籬天主教 陳南昌 顧超文 葉紀南 陳兆民 李兆基(棄) ------ ------

男丙 石籬天主教 顧超文 圓玄一中 陳兆民 葉紀南 李惠利 獅子會 李兆基

女甲 石籬天主教 葵裘錦秋 伍若瑜 葉紀南 李兆基 保祿六世 ------ ------

女乙 石籬天主教 荔天 保祿六世 葉紀南 李賢堯 ------ ------ ------

女丙 石籬天主教 荔天 葉紀南 ------ ------ ------ ------ ------

(已頒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李賢堯 李兆基 全完 陳兆民 皇仁舊生會 保良八三 梁植偉 荔天

男乙 李兆基 吳祥川 林護 葵裘錦秋 李賢堯 善德 皇仁舊生會 保良八三

男丙 李兆基 全完 皇仁舊生會 葵涌蘇浙 李賢堯 保良八三 荔天 林護

女甲 李兆基 蕭明 善德 荔天 全完 保良八三 李賢堯 陳兆民

女乙 李兆基 荔天 林護 全完 葵裘錦秋 伍若瑜 燕京 安柱

女丙 李兆基 荔天 愛禮信 林護 皇仁舊生會 安柱 葵涌蘇浙 吳祥川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併列)

男甲 燕京 葉紀南 善德 陳兆民 伍若瑜 李兆基 林護 獅子會

男乙 顧超文 李兆基 全完 吳祥川 善德 林護 鍾榮光 棉紡

男丙 荔天 李兆基 保良八三 林護 燕京 善德 安柱 葵涌蘇浙

女甲 蕭明 李兆基 保祿六世 安柱 林護 鍾榮光 顧超文 ------

女乙 葵涌蘇浙 蕭明 愛禮信 李兆基 善德 林護 ------ ------

女丙 林護 獅子會 蕭明 荔天 安柱 李兆基 ------ ------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女甲(I) 吳祥川 獅子會 愛禮信 全完 保祿六世 顧超文 蕭明 ------

女乙(I) 愛禮信 顧超文 李兆基 保祿六世 獅子會 全完 吳祥川 蕭明(棄)

女丙(I) 獅子會 愛禮信 顧超文 全完 李兆基 保祿六世 吳祥川 蕭明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併列)

男甲 安柱 李兆基 李惠利 愛禮信 皇仁舊生會 保良八三 獅子會 陳兆民

男乙 獅子會 李兆基 愛禮信 陳兆民 李惠利 皇仁舊生會 ------ ------

男丙 吳祥川 善德 李兆基 皇仁舊生會 陳兆民 葵涌蘇浙 安柱 愛禮信

女甲(II) 李惠利 棉紡 陳兆民 燕京 善德 安柱 陳南昌 葵裘錦秋

女乙(II) 陳兆民 燕京 李賢堯 保良八三 林護 梁植偉 皇仁舊生會 陳南昌

女丙(II) 燕京 林護 陳兆民 葵涌蘇浙 安柱 皇仁舊生會 葉紀南 保良八三

排球

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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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