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學界體育聯沙田及西貢中學分會第二十屆優秀運動員選舉(2016/2017)成績公佈 

學

生

編

號 

學校編號/名稱 

級別/ 

英文姓名 組別 

運動 推薦 

校長 
最終

評等 姓名 項目 老師 

1 沙田官立中學 麥展俊 MAK CHIN CHUN 丙 游泳 林毅東 黃廣榮 獲獎 

2 沙田官立中學 葉景陞 YIP KING SING 丙 游泳 林毅東 黃廣榮 獲獎 

3 沙田官立中學 黄琛之 SHAMS WONG 乙 劍擊 張翠霞 黃廣榮 獲獎 

4 沙田官立中學 林希婷 LAM HEI TING 丙 排球、田徑、越野、長跑 張翠霞 黃廣榮 獲獎 

5 五育中學 陳琪茵 CHAN KI YAN 丙 田徑 蔡偉鋒 連鎮邦 獲獎 

6 五育中學 黄芷喬 WONG TSZ KIU 丙 籃球、田徑 蔡偉鋒 連鎮邦 獲獎 

7 五育中學 徐駿謙 TSUI CHUN HIM 乙 越野、長跑 霍展熙 連鎮邦 獲獎 

8 五育中學 梁得希 LEUNG TAK HEI 乙 越野、長跑 霍展熙 連鎮邦 獲獎 

9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李伊澄 LEE YI CHING 甲 籃球、田徑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10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陳銘琛 CHAN MING SUM 乙 籃球、排球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11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胡婧 WU CHING 丙 田徑、長跑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12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郭映彤 KWOK YING TUNG 丙 田徑、長跑 丁心勇 莫潔如 獲獎 

13 沙田崇真中學 梁溥霆 LEUNG PO TING 乙 排球、籃球、越野、長跑 陳曉瑩 張文偉 獲獎 

14 沙田崇真中學 李芷雅 LEE TSZ NGA 乙 手球、乒乓球、田徑 陳曉瑩 張文偉 獲獎 

15 沙田崇真中學 葉駿翹 YIP CHUN KIU 丙 長跑、越野、田徑 陳曉瑩 張文偉 獲獎 

16 沙田崇真中學 莫欣叡 MORK YAN YUI 乙 籃球、越野、長跑、田徑 陳曉瑩 張文偉 獲獎 

17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梁新樂 LEUNG SAN LOK 甲 田徑 YAU HUNG HOI 鄭美菁 獲獎 

18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石錦程 SHAK KAM CHING 乙 田徑 YAU HUNG HOI 鄭美菁 獲獎 

19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鄧穎琳 TANG AILISH 甲 田徑 YAU HUNG HOI 鄭美菁 獲獎 

20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蘇麒祐 SO KI YAU PAYTON 丙 游泳 CHAN KAM KUEN 韓思騁 獲獎 

21 沙田培英中學 陳卓慧 CHAN CHEUK WAI 乙 田徑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22 沙田培英中學 麥一几 MAK E FAN OSBORN 甲 游泳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23 沙田培英中學 馮逸杰 FUNG YAT KIT 甲 排球丶沙排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24 沙田培英中學 梁駿彦 RYO HAYAHIKO 乙 排球丶沙排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25 賽馬會體藝中學 陳海瑩 CHAN HOI YING 甲 排球 陳乃富 鄭元山 獲獎 

26 賽馬會體藝中學 麥梓希 MAK TSZ HEI 甲 排球丶田徑 陳乃富 鄭元山 獲獎 

27 賽馬會體藝中學 李承祚 LEE SHING CHO 甲 排球丶田徑、越野丶羽毛球 陳乃富 鄭元山 獲獎 

28 賽馬會體藝中學 陳巽誼 CHAN SHUN YEE 乙 長跑丶田徑、越野 LI KWONG LING 鄭元山 獲獎 

29 東華三院馮黃鳯亭中學 方鈞濠 FONG KWAN HO 丙 籃球、田徑、足球 丁偉庭 呂雪雲 獲獎 

30 東華三院馮黃鳯亭中學 李雲霆 
LEE WAN TING 

ANTHONY 
丙 足球、田徑 

丁偉庭 
呂雪雲 獲獎 

31 東華三院馮黃鳯亭中學 呂明軒 LUI MING HIN 丙 籃球丶田徑、室內賽艇 丁偉庭 呂雪雲 獲獎 

32 東華三院馮黃鳯亭中學 陳俊輝 CHAN CHUN FAI 乙 田徑 丁偉庭 呂雪雲 獲獎 

33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楊滌心 YEUNG TIK SUM 丙 田徑、越野 王穎欣 溫家傑 獲獎 



34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陳美如 CHAN MEI YU 乙 游泳、越野 王穎欣 溫家傑 獲獎 

35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鄧奡智 TANG NGO CHI 乙 游泳、越野 趙雲祥 溫家傑 獲獎 

36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鄭弘熙 CHENG WANG HEI 乙 游泳、田徑、足球、越野 趙雲祥 溫家傑 獲獎 

37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李銘晉 LEE MING CHUN 乙 游泳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38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陳嘉軒 CHAN KA HIN 乙 排球、羽毛球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39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盧鈺恩 LO YUK YAN JUSTINA 丙 游泳、長跑、田徑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40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劉梓俊 LAU TSZ CHUN 乙 游泳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41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許以心 HUI YEE SUM 乙 排球、籃球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42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張秀清 CHEUNG SAU CHING 乙 排球、田徑、籃球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43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何焯恩 HO CHEUK YAN 甲 排球、籃球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44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余芷儀 YU TSZ YEE MICHELLE 丙 游泳、長跑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45 培僑書院 李泳容 LEE WING YUNG 甲 田徑、長跑、越野、羽毛球 李家華 吳育智 獲獎 

46 培僑書院 黄卓文 WONG CHEUK MAN 甲 田徑、長跑、越野丶足球 李家華 吳育智 獲獎 

47 培僑書院 呂家焯 
LUI KA CHEUK 

SAMSON 
甲 

田徑、長跑、越野、游泳 

、拯溺 
凌君龍 吳育智 獲獎 

48 培僑書院 張天傲 CHEUNG OSTIN 乙 越野、羽毛球 凌君龍 吳育智 獲獎 

49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余穎姸 YU WING YIN 甲 田徑、游泳、越野、長跑 趙美娟 何慧玲 獲獎 

50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梁灝程 
LEUNG HO CHING 

HOCKING 
甲 越野、乒乓球 

趙美娟 
何慧玲 獲獎 

51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陳家晞 CHAN KA HEI 甲 游泳、越野 趙美娟 何慧玲 獲獎 

52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鄧新賢 TANG SAN YIN 甲 游泳、越野 趙美娟 何慧玲 獲獎 

53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

學 
朱偉鈞 CHU WAI KWAN 甲 足球 麥銘詩 彭綺蓮 獲獎 

54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陳藹欣 
CHAN HOY YAN 

SABRINA 
甲 游泳 招鳳英 關思偉 獲獎 

55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温迦南 WAN KA NAM 丙 排球、室內賽艇 招鳳英 關思偉 獲獎 

56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戴子怡 TAI TSZ YI 乙 手球、籃球、田徑 WU CHING MING 鄭美菁 獲獎 

57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梁嘉俊 LEUNG KA CHUN 丙 籃球、田徑 林竹敏 黃幗懿 獲獎 

58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陳毅峰 CHAN NGAI FUNG 丙 籃球、田徑 林竹敏 黃幗懿 獲獎 

59 馬鞍山崇真中學 李綺渟 LEE YEE TING 丙 游泳、長跑 SZETO PO CHU 郭啟明 獲獎 

60 德信中學 江子軒 KONG TSE HIN 甲 足球、乒乓球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61 
德信中學 

丁澤鑑 
TING CHAK KAM 

BOWEN 
乙 游泳、田徑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62 
德信中學 

陳致禮 
CHAN CHRISTOPHER 

CHI LAI 
甲 田徑、長跑、越野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63 德信中學 梁嵐熹 LEUNG LAM HEI 甲 手球、籃球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