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各項校際比賽成績

更新日期：23/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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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楷 體藝 邱金元 培僑 西貢崇真 楊葛小琳 沙田崇真 浸附中

男乙 陳楷 體藝 邱金元 西貢崇真 培僑 馮黃鳳亭 浸呂明才 浸附中

男丙 陳楷 邱金元 培僑 林大輝 沙田崇真 西貢崇真 青年會 五育

女甲 體藝 林大輝 培僑 陳楷 沙田崇真 馮黃鳳亭 邱金元 西貢崇真

女乙 浸呂明才 聖心 陳楷 沙田崇真 沙田官中 聖羅撒 體藝 培僑

女丙 體藝 陳楷 S.C. 聖心 浸呂明才 培僑 浸附中 五育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德信 體藝 沙田學院 S.C 西貢崇真 培僑 佛教覺光 浸附中 鄭植之

男乙 林大輝 浸呂明才 培僑 沙田官中 體藝 佛教覺光 曾肇添 德信

男丙 林大輝 培僑 浸呂明才 曾肇添 培基 佛教覺光 沙田崇真 浸附中

女甲 培僑 林大輝 沙田培英 沙田循道 鄭植之 體藝 浸呂明才 沙田官中

女乙 培僑 體藝 浸呂明才 佛教覺光 培基 基督 沙田崇真 浸附中

女丙 浸附中 培僑 沙田培英 林大輝 馬崇真 沙田官中 沙田崇真 培基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乙I 中大陳震夏 林大輝 沙田祟真 德信 馮黃鳳亭 體藝 陳楷 浸附中

男丙I 中大陳震夏 陳楷 浸附中 德信 體藝 沙田祟真 林大輝 馮黃鳳亭

女甲乙I 沙田祟真 陳楷 林大輝 馬崇真 體藝 培僑 五育 浸呂明才

女丙I 沙田崇真 體藝 陳楷 林大輝 培僑 浸呂明才 馬崇真 五育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乙II 啓新 鄭植之 培僑 鄭榮之 樂道 梁文燕 聖心 浸呂明才

男丙II 培僑 培基 啓新 馬崇真 五育 青年會 聖心 郭得勝

女甲乙II 楊葛小琳 S.C. 李寶椿 林裘謀 佛教覺光 沙田官中 啓新 聖心

女丙II 聖心 聖羅撒 培基 林裘謀 林漢光 郭得勝 青年會 鄭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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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藝 五育 培僑 西貢崇真 林大輝 沙田崇真 浸呂明才 曾肇添

男乙 五育 西貢崇真 浸附中 德信 沙田崇真 林大輝 沙田學院 S.C 體藝

男丙 沙田學院 S.C 五育 德信 培僑 體藝 林大輝 沙田崇真 浸呂明才

女甲 林大輝 體藝 沙田崇真 培僑 西貢崇真 五育 浸呂明才 沙田培英

女乙 體藝 西貢崇真 五育 林大輝 沙田崇真 沙田官中 培僑 聖心

女丙 體藝 五育 沙田崇真 林大輝 浸呂明才 沙田學院 S.C 沙田官中 浸附中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乙I 董之英 李寶椿 浸附中 體藝 沙田學院 林大輝 德信 馮黃鳳亭

男丙I 沙田學院 體藝 董之英 浸附中 德信 林大輝 馮黃鳳亭 ---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乙II 基督教國際 邱金元 培僑 浸呂明才 劉百樂 中大陳震夏 黃允畋 培基

男丙II 浸呂明才 佛教覺光 沙田崇真 邱金元 劉百樂 培基 陳楷 沙田官中

田徑

羽毛球

籃球

越野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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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乙 德信 青年會 朱敬文 基督 林大輝 林裘謀 --- ---

男丙 朱敬文 德信 林大輝 五育 沙田崇真 林裘謀 聖心 ---

女甲乙 青年會 朱敬文 陳楷 劉百樂 沙田官中 沙田崇真 --- ---

女丙 陳楷 林大輝 沙田崇真 浸呂明才 沙田官中 劉百樂 --- ---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林大輝 體藝 德信 浸附中 浸呂明才 培僑 基督教國際 S.C.

男乙 體藝 林大輝 浸呂明才 浸附中 S.C. 啓新 培僑 曾肇添

男丙 體藝 培僑 啓新 S.C. 浸呂明才 林大輝 德信 曾肇添

女甲 體藝 林大輝 S.C. 聖羅撒 浸呂明才 浸附中 培僑 郭得勝

女乙 體藝 浸呂明才 培僑 沙田循道 啓新 S.C. 聖羅撒 浸附中

女丙 體藝 啓新 浸呂明才 沙田崇真 培基 聖羅撒 S.C. 林大輝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 德信 體藝 浸附中 曾肇添 林大輝 浸呂明才 林裘謀 聖心

男乙 德信 體藝 浸附中 沙田蘇浙 浸呂明才 中大陳震夏 曾肇添 沙田崇真

男丙 德信 體藝 浸呂明才 林裘謀 沙田崇真 浸附中 培僑 沙田循道

女甲 林大輝 浸呂明才 聖羅撒 林裘謀 沙田崇真 曾肇添 沙田官中 聖心

女乙 沙田崇真 體藝 林裘謀 曾肇添 培基 沙田循道 聖羅撒 浸附中

女丙 體藝 培僑 林漢光 浸呂明才 浸附中 沙田崇真 曾肇添 梁文燕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I 體藝 聖心 沙田培英 曾肇添 林漢光 中大陳震夏 林大輝 浸附中

男乙I 體藝 中大陳震夏 曾肇添 林漢光 沙田培英 林大輝 聖心 浸附中

男丙I 曾肇添 沙田培英 聖心 浸附中 體藝 中大陳震夏 林大輝 林漢光

女甲I 體藝 聖羅撒 浸呂明才 邱金元 聖心 黃允畋 浸附中 沙田培英

女乙I 聖羅撒 體藝 邱金元 黃允畋 浸呂明才 浸附中 聖心 沙田培英

女丙I 黃允畋 體藝 聖羅撒 沙田培英 浸呂明才 聖心 浸附中 邱金元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併列

男甲II 浸呂明才 黃允畋 沙田官中 沙田崇真 馬崇真 鄭植之 馮黃鳳亭 林裘謀

男乙II 浸呂明才 佛教覺光 沙田官中 楊葛小琳 鄭植之 馮黃鳳亭 沙田崇真 五育

男丙II 馮黃鳳亭 馬崇真 邱金元 沙田官中 沙田崇真 楊葛小琳 鄭植之 浸呂明才

女甲II 中大陳震夏 楊葛小琳 曾肇添 鄭植之 青年會 樂道 台山商中 沙田官中

女乙II 楊葛小琳 沙田官中 潮州會館 培僑 林漢光 五育 基督 鄭植之

女丙II 林漢光 馬崇真 沙田崇真 培基 沙田官中 楊葛小琳 培僑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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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藝 西貢崇真 浸呂明才 五育 浸附中 沙田崇真 德信 林大輝

男乙 五育 西貢崇真 體藝 浸附中 沙田崇真 沙田循道 浸呂明才 聖心

男丙 五育 林大輝 培僑 德信 體藝 西貢崇真 沙田崇真 鄭榮之

女甲 林大輝 體藝 培僑 五育 沙田培英 沙田崇真 浸呂明才 西貢崇真

女乙 體藝 西貢崇真 沙田官中 五育 林大輝 浸附中 聖心 沙田崇真

女丙 體藝 五育 沙田崇真 林大輝 浸呂明才 陳楷 聖心 浸附中

長跑

游泳

乒乓球

排球

手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