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

更新日期:27/5/2017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方潤華 翁祐 天水圍循道 毅智 湯國華 香島 伯裘 崇德

男乙 天水圍循道 翁祐 湯國華 方潤華 佛教茂峰 基元 耀道 毅智

男丙 翁祐 伊中舊生會 湯國華 信義中學 方潤華 公益社 鄧佩瓊 佛教茂峰

女甲 翁祐 崇德 耀道 鄧佩瓊 天水圍循道 毅智 信義中學 湯國華

女乙 天水圍循道 翁祐 元朗商中 鄧佩瓊 元朗鄉中 湯國華 崇德 趙聿修

女丙 天水圍循道 翁祐 元裘錦秋 崇德 湯國華 公益社 元朗商中 毅智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元朗商中 鄧佩瓊 耀道 元陳震夏 基元 翁祐 白約翰 羅桂祥

男乙 白約翰 青年會 信義中學 盧幹庭 基元 元朗鄉中 崇德 元陳震夏

男丙 鄧兆棠 元裘錦秋 青年會 白約翰 伊中舊生會 崇德 信義中學 趙聿修

女甲 盧幹庭 元朗公立 白約翰 元朗鄉中 崇德 趙聿修 宏信 羅桂祥

女乙 白約翰 鄧佩瓊 天水圍循道 伊中舊生會 崇德 李兆基 元裘錦秋 鄧兆棠

女丙 鄧兆棠 基元 伊中舊生會 盧幹庭 天水圍循道 白約翰 元朗商中 張煊昌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方潤華 伯裘 郭一葦 元朗商中 耀道 陳呂重德 青年會 毅智

男乙 天水圍循道 西門英才 青年會 耀道 白約翰 香島 佛教茂峰 毅智

男丙 青年會 李兆基 趙聿修 郭一葦 崇德 盧幹庭 張煊昌 方潤華

女甲 青年會 耀道 翁祐 天水圍循道 毅智 張煊昌 鄧佩瓊 白約翰

女乙 青年會 天水圍循道 鄧佩瓊 元朗商中 伯裘 盧幹庭 伊中舊生會 翁祐

女丙 青年會 天水圍循道 翁祐 耀道 盧幹庭 湯國華 元朗商中 信義中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毅智 耀道 方潤華 天水圍循道 青年會 湯國華 伊中舊生會 伯裘

男乙 耀道 天水圍循道 崇德 湯國華 公益社 伊中舊生會 毅智 青年會

男丙 湯國華 翁祐 耀道 趙聿修 李兆基 公益社 崇德 伊中舊生會

女甲 湯國華 耀道 毅智 信義中學 天水圍循道 伊中舊生會 崇德 翁祐

女乙 湯國華 元朗鄉中 白約翰 耀道 信義中學 翁祐 趙聿修 鄧佩瓊

女丙 毅智 青年會 翁祐 耀道 趙聿修 裘錦秋 鄧兆棠 白約翰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青年會 公益社 信義中學 伯裘 伊中舊生會 白約翰 鄧佩瓊 天水圍循道

男乙 青年會 陳呂重德 公益社 信義中學 天水圍官中 毅智 湯國華 可道

男丙 湯國華 李兆基 青年會 宏信 崇德 伊中舊生會 香島 基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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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

更新日期:27/5/2017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青年會 元朗商中 信義中學 西門英才 伊中舊生會 天水圍循道 ------ ------

男乙 天水圍循道 青年會 西門英才 鄧兆棠 伯裘 元朗商中 ------ ------

男丙 青年會 西門英才 天水圍官中 信義中學 湯國華 鄧兆棠 ------ ------

女甲 元朗商中 公益社 天水圍循道 伊中舊生會 翁祐 白約翰 ------ ------

女乙 青年會 元朗商中 翁祐 湯國華 元朗鄉中 天水圍循道 ------ ------

女丙 天水圍循道 青年會 元朗商中 湯國華 伊中舊生會 公益社 ------ ------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元朗公立 趙聿修 天水圍官中 伊中舊生會 元朗鄉中 天水圍循道 香島 張煊昌

男乙 元朗鄉中 青年會 趙聿修 元裘錦秋 元朗公立 基元 李兆基 鄧佩瓊

男丙 元朗鄉中 李兆基 元朗商中 青年會 趙聿修 宏信 崇德 元裘錦秋

女甲 趙聿修 天水圍官中 元朗鄉中 鄧佩瓊 伊中舊生會 元朗公立 可道 基元

女乙 元朗鄉中 趙聿修 元朗公立 信義中學 伊中舊生會 白約翰 崇德 鄧佩瓊

女丙 趙聿修 宏信 元朗鄉中 元朗公立 天水圍循道 西門英才 崇德 伊中舊生會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元朗商中 元裘錦秋 翁祐 白約翰 天水圍官中 崇德 伊中舊生會 元朗鄉中

男乙 羅桂祥 翁祐 湯國華 伊中舊生會 元朗鄉中 青年會 宏信 基元

男丙 信義中學 趙聿修 元裘錦秋 宏信 鄧佩瓊 崇德 鄧兆棠 白約翰

女甲 趙聿修 翁祐 元朗商中 元朗公立 天水圍官中 元朗鄉中 ------ ------

女乙 元朗鄉中 基元 趙聿修 翁祐 盧幹庭 信義中學 白約翰 伊中舊生會

女丙 信義中學 崇德 基元 趙聿修 元朗商中 翁祐 ------ ------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盧幹庭 翁祐 信義中學 趙聿修 天水圍循道 白約翰 伊中舊生會 方潤華

男乙 盧幹庭 白約翰 基元 伊中舊生會 翁祐 天水圍循道 郭一葦 信義中學

男丙 盧幹庭 崇德 白約翰 翁祐 天水圍循道 伊中舊生會 郭一葦 基元

女甲 耀道 白約翰 鄧佩瓊 基朗 張煊昌 盧幹庭 青年會 湯國華

女乙 青年會 白約翰 基朗 元朗鄉中 盧幹庭 鄧佩瓊 元裘錦秋 翁祐

女丙 青年會 伊中舊生會 白約翰 信義中學 元裘錦秋 天水圍循道 鄧佩瓊 翁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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