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

更新日期:27/5/2016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鳳溪一中 心誠 甲寅 孫方中 沐恩 圓玄二中 田家炳 陳朱素華

男乙 心誠 甲寅 鳳溪一中 圓玄二中 孫方中 李嘉誠 沐恩 馬錦燦

男丙 心誠 鳳溪一中 沐恩 甲寅 李嘉誠 陳融 恩主教 禮賢會

女甲 心誠 甲寅 沐恩 李嘉誠 王肇枝 圓玄二中 莫壽增 田家炳

女乙 莫壽增 鄧顯 沐恩 心誠 甲寅 孫方中 鳳溪一中 李嘉誠

女丙 心誠 甲寅 李嘉誠 迦密柏雨 鄧顯 鳳溪一中 王肇枝 田家炳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王肇枝 甲寅 何郭佩珍 圓玄二中 陳朱素華 田家炳 陳融 恩主教

男乙 田家炳 孫方中 圓玄二中 救恩 恩主教 馬錦明 甲寅 王肇枝

男丙 甲寅 田家炳 恩主教 圓玄二中 馬錦明 莫壽增 陳融 救恩

女甲 李嘉誠 迦密聖道 王肇枝 圓玄二中 馬錦燦 甲寅 田家炳 莫壽增

女乙 鄧顯 羅定邦 莫壽增 恩主教 救恩 禮賢會 甲寅 康樂

女丙 甲寅 馬錦明 羅定邦 田家炳 心誠 禮賢會 恩主教 莫壽增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鳳溪一中 康樂 沐恩 馮梁結 圓玄二中 田家炳 李興貴 聖芳濟各

男乙 心誠 鄧顯 沐恩 康樂 圓玄二中 馮梁結 甲寅 李興貴

男丙 鄧顯 何郭佩珍 圓玄二中 馬錦明 莫壽增 粉陳震夏 沐恩 鳳溪一中

女甲 鳳溪一中 心誠 恩主教 粉嶺救恩 圓玄二中 羅定邦 陳朱素華 上水官中

女乙 莫壽增 沐恩 救恩 田家炳 心誠 馬錦燦 孫方中 康樂

女丙 莫壽增 心誠 恩主教 孫方中 鳳溪一中 新界喇沙 康樂 沐恩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孫方中 劉梅軒 甲寅 田家炳 心誠 李嘉誠 圓玄二中 沐恩

男乙 劉梅軒 孫方中 田家炳 圓玄二中 粉嶺救恩 基新 甲寅 救恩

男丙 鳳溪一中 孫方中 莫壽增 田家炳 迦密柏雨 禮賢會 沐恩 馬錦明

女甲 孫方中 莫壽增 田家炳 甲寅 心誠 劉梅軒 沐恩 粉嶺救恩

女乙 孫方中 莫壽增 甲寅 田家炳 李嘉誠 迦密柏雨 劉梅軒 沐恩

女丙 孫方中 甲寅 鄧顯 莫壽增 鳳溪一中 田家炳 李嘉誠 迦密柏雨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馮梁結 陳融 廖萬石堂 何郭佩珍 恩主教 聖芳濟各 靈風 心誠

男乙 孫方中 鳳溪一中 康樂 羅定邦 上水官中 聖芳濟各 新界喇沙 心誠

男丙 孫方中 陳朱素華 劉梅軒 心誠 恩主教 陳融 迦密柏雨 靈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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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

更新日期:27/5/2016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心誠 圓玄二中 何郭佩珍 甲寅 大埔卍慈 孫方中 --- ---

男乙 心誠 圓玄二中 陳融 甲寅 何郭佩珍 救恩 --- ---

男丙 心誠 甲寅 何郭佩珍 圓玄二中 田家炳 陳融 --- ---

女甲 心誠 圓玄二中 甲寅 迦密柏雨 羅定邦 --- --- ---

女乙 心誠 迦密柏雨 陳融 甲寅 田家炳 圓玄二中 恩主教(棄) ---

女丙 心誠 鄧顯 陳融 甲寅 圓玄二中 迦密柏雨 --- ---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甲寅 大埔三育 田家炳 莫壽增 心誠 救恩 王肇枝 新界喇沙

男乙 甲寅 鄧顯 心誠 大埔三育 圓玄二中 陳朱素華 風采 羅定邦

男丙 王肇枝 甲寅 莫壽增 心誠 陳融 恩主教 迦密柏雨 馬錦明

女甲 甲寅 田家炳 莫壽增 風采 大埔三育 粉嶺救恩 羅定邦 迦密柏雨

女乙 莫壽增 甲寅 大埔三育 鄧顯 迦密柏雨 心誠 風采 救恩

女丙 甲寅 迦密柏雨 鄧顯 王肇枝 莫壽增 恩主教 心誠 救恩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田家炳 圓玄二中 救恩 陳融 李嘉誠 莫壽增 鄧顯 靈風

男乙 莫壽增 甲寅 粉嶺救恩 鄧顯 羅定邦 孫方中 王肇枝 李嘉誠

男丙 李嘉誠 王肇枝 甲寅 圓玄二中 馬錦明 粉嶺救恩 莫壽增 迦密柏雨

女甲 鄧顯 甲寅 王肇枝 圓玄二中 田家炳 禮賢會 心誠 莫壽增

女乙 風采 李嘉誠 甲寅 馬錦明 田家炳 陳融 鄧顯 王肇枝

女丙 莫壽增 甲寅 李嘉誠 鄧顯 陳融 田家炳 粉官 禮賢會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圓玄二中 李嘉誠 鄧顯 沐恩 靈風 迦密聖道 陳朱素華 甲寅

男乙 圓玄二中 李嘉誠 甲寅 羅定邦 陳朱素華 禮賢會 馬錦明 迦密聖道

男丙 圓玄二中 何郭佩珍 陳朱素華 禮賢會(棄) 李嘉誠 大埔鄉中 鄧顯 莫壽增

女甲 馬錦明 圓玄二中 迦密聖道 李嘉誠 田家炳 馮梁結 陳融 粉官

女乙 陳融 禮賢會 迦密聖道 甲寅 何郭佩珍 圓玄二中 李嘉誠 羅定邦

女丙 李嘉誠 迦密聖道 何郭佩珍 風采 心誠 禮賢會 莫壽增 田家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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