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學界體育聯沙田及西貢中學分會第二十一屆優秀運動員選舉(201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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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張秀清 Cheung Sau Ching 甲 籃球、排球、田徑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2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許以心 Hui Yee Sum 乙 籃球、排球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3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柏逸 Lau Pak Yat 乙 排球、田徑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4 賽馬會體藝中學 韋嘉圓 Wai Ka Yuen 甲 籃球、田徑 李擴領 鄭元山 獲獎 

5 賽馬會體藝中學 蔡小菁 Tsoi Siu Ching 甲 排球、田徑 李擴領 鄭元山 獲獎 

6 賽馬會體藝中學 吳穎隆 Ng Wing Lung 甲 越野、田徑 李擴領 鄭元山 獲獎 

7 賽馬會體藝中學 曾柏同 Tsang Pak Tung 乙 足球、長跑 鄧佩珍 鄭元山 獲獎 

8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俞永康 Yu Wing Hong 甲 足球 麥銘詩 彭綺蓮 獲獎 

9 培僑書院 鄭立昀 Cheng Nicholas 丙 田徑、籃球 李家華 吳育智 獲獎 

10 培僑書院 陳心怡 Tan Sum Yi 乙 羽毛球、田徑 卓俊威 吳育智 獲獎 

11 培僑書院 羅海桐 Law Hoi Tung 甲 羽毛球、田徑 卓俊威 吳育智 獲獎 

12 培僑書院 胡浩 Woo Ho Aidan 丙 籃球、田徑 凌君龍 吳育智 獲獎 

13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李雲霆 Lee Wan Ting Anthony 丙 田徑 丁瑋庭 李志文 獲獎 

14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陳俊輝 Chan Chun Fai 乙 田徑 丁瑋庭 李志文 獲獎 

15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呂明軒 Lui Ming Hin 乙 室內賽艇、田徑 丁瑋庭 李志文 獲獎 

16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畢映慧 But Ying Wai 甲 田徑 丁瑋庭 李志文 獲獎 

17 沙田培英中學 陳穎怡 Chan Wing Yi 甲 足球、越野、長跑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18 沙田培英中學 廖海琳 Liu Hoi Lam 甲 足球、越野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19 沙田培英中學 李樂儀 Li Lok Yee 甲 足球、長跑、越野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20 沙田培英中學 楊正恩 Yeung Ching Yan 乙 田徑、排球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21 沙田官立中學 黃詩雅 Wong Sze Nga 乙 田徑、排球、長跑 張翠霞 黃廣榮 獲獎 

22 沙田官立中學 林希婷 Lam Hei Ting 乙 田徑、野、長跑、排球 張翠霞 黃廣榮 獲獎 

23 鄭植之中學 毛梓豪 Mao Tsz Ho 丙 越野、田徑、長跑 方詠婷 列志佳 獲獎 

24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蔡璧蔚 Choi Pik Wai 甲 游泳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25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郭天衡 Kwok Tien Heng 丙 排球、田徑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26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張京凜 Cheung Cyruff 丙 田徑、排球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27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阮光裕 Yuen Kwong Yu 丙 游泳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28 五育中學 吳凱琳 Wu Kai Lin 乙 越野、長跑 葉芷淳 連鎮邦 獲獎 

29 五育中學 江羿冰 Kong Ngai Ping 乙 越野、長跑 葉芷淳 連鎮邦 獲獎 

30 五育中學 黃翰輝 Wong Hon Fai 乙 越野、長跑 葉芷淳 連鎮邦 獲獎 

31 五育中學 陳俊熙 Chan Chun Hei 丙 越野、長跑、手球 葉芷淳 連鎮邦 獲獎 

32 德信中學 伍洛軒 Ng Lok Hin 甲 籃球、游泳、長跑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33 德信中學 黃明雋 Wong Ming Chun 乙 越野、游泳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34 德信中學 張陞悅 Cheung Sing Yuet 丙 籃球、手球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35 德信中學 李逸 Li Yat 甲 網球、長跑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36 梁文燕紀念中學 陳巧怡 Chan Hau Yee 丙 劍擊 So Wai Man 蔡栢麟 獲獎 

37 梁文燕紀念中學 陳月彤 Chan Yuet Tung 乙 游泳 So Wai Man 蔡栢麟 獲獎 

38 梁文燕紀念中學 劉丹燕 Lau Tan Yin 甲 游泳、劍擊 So Wai Man 蔡栢麟 獲獎 

39 梁文燕紀念中學 張珮霖 Cheung Pui Lam 乙 劍擊 So Wai Man 蔡栢麟 獲獎 

40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鄧綽然 Tang Cheuk Yin 乙 游泳、長跑、越野、田徑 王穎欣 溫家傑 獲獎 

4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鍾遠儀 Chung Yuen Yee 甲 排球、田徑、越野 王穎欣 溫家傑 獲獎 

42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鄧奡智 Tang Ngo Chi 甲 游泳、越野 趙雲祥 溫家傑 獲獎 

43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陳恩盛 Chan Yan Shing 乙 游泳、田徑、長跑 趙雲祥 溫家傑 獲獎 

44 林大輝中學 黃嘉詩 Wong Ka Sze 乙 籃球、越野、長跑 何汝齊 黃廣威 獲獎 

45 林大輝中學 潘琪詠 Poon Ki Wing 甲 籃球、越野、長跑 鄧琪琦 黃廣威 獲獎 

46 林大輝中學 莫倩欣 Mok Sin Yan 甲 游泳、越野、長跑 鄧琪琦 黃廣威 獲獎 

47 林大輝中學 李愷欣 Lee Hoi Yan 甲 游泳、羽毛球、劍擊 鄧琪琦 黃廣威 獲獎 

48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唐嘉禧 Tong Ka Hei 甲 長跑、田徑 陳家偉 何慧玲 獲獎 

49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余穎妍 Yu Wing Yin 乙 游泳、田徑、越野 趙美娟 何慧玲 獲獎 

50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陳銘琛 Chan Ming Sum 甲 排球、籃球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51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曾凱瑩 Tsang Hoi Ying 丙 田徑、越野、籃球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52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范樂心 Fan Lok Sum 乙 田徑、越野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53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劉易瑄 Lau Yik Suen 丙 田徑、排球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54 沙田崇真中學 梁溥霆 Leung Po Ting 甲 排球、籃球、田徑 陳廣文 張文偉 獲獎 

55 沙田崇真中學 張永約 Cheung Wing Yeuk 甲 排球、籃球、田徑、長跑 陳廣文 張文偉 獲獎 

56 沙田崇真中學 莫欣叡 Mok Yan Yui 乙 籃球、越野、田徑 陳廣文 張文偉 獲獎 

57 沙田崇真中學 陳恩晴 Chan Yan Ching 丙 越野、長跑、手球 陳廣文 張文偉 獲獎 

58 聖羅撒書院 潘珈瑤 Poon Ka Yiu 乙 游泳 任恒暉 練茂棠 獲獎 

59 聖羅撒書院 何敏嘉 Ho Man Kar 乙 田徑 黃玉賢 練茂棠 獲獎 

60 聖羅撒書院 廖卓兒 Liu Cheuk Yi 乙 田徑 黃玉賢 練茂棠 獲獎 

61 聖羅撒書院 劉嘉宜 Lau Ka I 乙 田徑、排球 張佩嘉 練茂棠 獲獎 

62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吳卓軒 Ng Cheuk Hin 乙 田徑、越野、足球 Yiu Chi Yung 陳偉佳 

獲獎 

63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吳栢希 Ng Pak Hei 乙 田徑、足球 

Yiu Chi Yung 陳偉佳 獲獎 

64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陳綺婷 Chan Yee Ting 丙 網球、田徑、越野 

Yiu Chi Yung 陳偉佳 獲獎 

65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梁靖研 Leung Ching Yin 乙 田徑、長跑 

Yiu Chi Yung 陳偉佳 獲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