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第二十二屆優秀運動員選舉(2018/2019)成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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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 姓名 項目 老師 

1 樂善堂揚葛小琳中學 張秀清 Cheung Sau Ching 甲 籃球、排球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2 樂善堂揚葛小琳中學 許以心 Hui Yee Sum 甲 籃球、排球 朱婉雅 林德真 獲獎 

3 天主教郭德勝中學 陳幸妍 Chan Hang In 甲 長跑、游泳 Chan Kam Kuen 韓思騁 獲獎 

4 天主教郭德勝中學 馮彥澄 Fung Yin Ching 甲 長跑、游泳 Chan Kam Kuen 韓思騁 獲獎 

5 天主教郭德勝中學 陳偉強 Chan Wai Keung 乙 足球、長跑 Chan Kam Kuen 韓思騁 獲獎 

6 天主教郭德勝中學 梁詠恩 Leung Wing Yan 丙 田徑、籃球 Chan Kam Kuen 韓思騁 獲獎 

7 賽馬會體藝中學 李穎思 Lee Wing Sze 甲 田徑、越野、長跑、排球 李擴領 鄭元山 獲獎 

8 賽馬會體藝中學 朱棹熒 Chu Cheuk Ying 甲 田徑、越野、長跑、室內賽艇 李擴領 鄭元山 獲獎 

9 賽馬會體藝中學 陳傲軒 Chan Ngo Hin 乙 足球、田徑 李擴領 鄭元山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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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林大輝中學 黃嘉詩 Wong Ka Sze 甲 
籃球、越野、長跑、田徑、 

足球 
何汝齊 譚日旭 獲獎 

12 林大輝中學 黃傲程 Wong Anna 甲 籃球、田徑 何汝齊 譚日旭 獲獎 

13 林大輝中學 文澤希 Man Chak Hei 甲 田徑、籃球 陸志成 譚日旭 獲獎 

14 林大輝中學 陳彥臻 Chan Alex Brian 乙 劍擊 陸志成 譚日旭 獲獎 

15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劉明睿 Lau Ming Yui 丙 長跑、游泳 陳家偉 何慧玲 獲獎 

16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余穎妍 Yu Wing Yin 甲 游泳、長跑 趙美娟 何慧玲 獲獎 

17 五育中學 羅南杰 Law Victor Nam Kit 乙 排球、室內賽艇 葉芷淳 馮潤儀 獲獎 

18 五育中學 羅南其 Law Edward Nam Kei 乙 排球、室內賽艇 葉芷淳 馮潤儀 獲獎 

19 五育中學 劉祖健 Lau Cho Kin 丙 籃球、手球 張勇 馮潤儀 獲獎 

20 五育中學 羅維港 Law Wai Kong 乙 越野、排球 羅宇禮 馮潤儀 獲獎 

21 沙田崇真中學 李金進 Li Kam Chun 甲 籃球、越野、長跑、田徑 熊翠瑩 梁潔妍 獲獎 

22 沙田崇真中學 廖穎希 Liu Wing Hei 乙 籃球、手球 熊翠瑩 梁潔妍 獲獎 

23 沙田崇真中學 蔡古節 Tsoi Gu Chit 丙 長跑、越野、田徑、游泳 熊翠瑩 梁潔妍 獲獎 

24 沙田崇真中學 王曉琳 Wong Hiu Lam 乙 長跑、越野、手球 熊翠瑩 梁潔妍 獲獎 

25 鄭植之中學 黃彥能 Wong Yin Nang 甲 游泳 郭楚平 列志佳 獲獎 

26 鄭植之中學 黃喆甡 Wong Chit San 甲 田徑 方詠婷 列志佳 獲獎 

27 鄭植之中學 樊思圻 Fan Sze Kei 乙 田徑、籃球 方詠婷 列志佳 獲獎 

28 鄭植之中學 李彥朗 Lee Yin Long 丙 田徑、越野、長跑 方詠婷 列志佳 獲獎 

29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鄉梓恒 Heung Tsz Hang 甲 排球、田徑 丁瑋庭 李志文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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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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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陳烈康 Chan Lit Hong 甲 田徑 丁瑋庭 李志文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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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聖羅撒書院 陳旼昕 Chan Mun Yan 乙 游泳 任恒暉 練茂棠 獲獎 

35 聖羅撒書院 孔璧然 Hung Pik Yin 丙 游泳 任恒暉 練茂棠 獲獎 

36 聖羅撒書院 陳潔怡 Chan Kit Yi 甲 游泳、排球 任恒暉 練茂棠 獲獎 

37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馬穎茵 Ma Wing Yan 乙 田徑、長跑、籃球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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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范樂心 Fan Lok Sum 甲 田徑、游泳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40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徐梓為 Tsui Tsz Wai 丙 田徑 丁志勇 莫潔如 獲獎 

41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梁嘉俊 Leung Ka Chun 乙 田徑、籃球 林竹敏 黃幗懿 獲獎 

42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曾億煌 Zeng Yik Wong 乙 田徑、籃球 林竹敏 黃幗懿 獲獎 

43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陳毅峰 Chan Ngai Fung 乙 田徑、籃球 林竹敏 黃幗懿 獲獎 

44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陳逸峰 Chan Yi Feng 乙 田徑、籃球 林竹敏 黃幗懿 獲獎 

45 培僑書院 王子綱 Wong Tsz Kong 乙 游泳、排球 何綺茵 吳育智 獲獎 

46 培僑書院 熊敏韜 Hung Man To 乙 游泳、田徑 何綺茵 吳育智 獲獎 

47 培僑書院 鄧博熹 Tang Bok Hei 乙 羽毛球、體操 李家華 吳育智 獲獎 

48 培僑書院 王子綸 Wong Tsz Lun 乙 游泳、排球 何綺茵 吳育智 獲獎 

47 沙田書院 張文謙 Cheung Man Hin 甲 田徑、越野、游泳 Mo Devun 
Larkin Carol 

Mary Frances 
獲獎 

48 沙田書院 張文禧 Cheung Man Hei 乙 游泳、越野 Mo Devun 
Larkin Carol 

Mary Frances 
獲獎 

49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溫迦南 Wan Ka Nam 甲 排球、沙灘排球 招鳳英 關思偉 獲獎 

50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陳敬凱 Chan King Hoi 甲 排球、沙灘排球 招鳳英 關思偉 獲獎 

51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駱健晴 Lok Kin Ching 丙 羽毛球 Yiu Chi Yung 陳偉佳 獲獎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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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Yiu Chi Yung 陳偉佳 獲獎 

53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馮焯晞 Fung Cheuk Hei 乙 劍擊 Yiu Chi Yung 陳偉佳 獲獎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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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u Chi Yung 陳偉佳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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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沙田官立中學 鄭美詩 Cheng May See 甲 長跑、排球、壁球 張翠霞 黃廣榮 獲獎 

57 沙田官立中學 佘仲綸 She Chung Lun 丙 排球、壁球 林偉龍 黃廣榮 獲獎 

58 沙田培英中學 馮逸晉 Fung Yat Tsun 甲 足球、排球 黃晞峻 陳麗芬 獲獎 

59 梁文燕紀念中學 李巧怡 Li Hau Yi 甲 田徑、閃避球、室內賽艇 鄒美楠 葉栢麟 獲獎 

60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陳梓軒 Chan Tsz Hin 甲 越野、長跑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6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劉梓俊 Lau Tsz Chun 甲 游泳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62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蔡文山 Choi Man Shan 丙 游泳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63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李俊謙 Lee Chun Him 丙 排球、羽毛球 馮永康 王裕泰 獲獎 



64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甘婉華 Kam Yuen Wa 甲 籃球、越野、田徑 王穎欣 溫家傑 獲獎 

65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楊滌心 Yeung Tik Sum 乙 田徑 王穎欣 溫家傑 獲獎 

66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鄧奡智 Tang Ngo Chi 甲 游泳、越野 王穎欣 溫家傑 獲獎 

67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陳恩盛 Chan Yan Shing 甲 游泳、田徑、越野 王穎欣 溫家傑 獲獎 

68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陳焯瑤 Chan Cheuk Yiu 乙 籃球、田徑、手球、室內賽艇 丘鴻海 鄭美菁 獲獎 

69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趙佩雯 Chiu Pui Man 乙 籃球、田徑、手球、室內賽艇 丘鴻海 鄭美菁 獲獎 

70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謝信賢 Tse Shun Yin 乙 田徑、籃球 丘鴻海 鄭美菁 獲獎 

71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陳樂軒 Chan Lok Hin 乙 
籃球、田徑、手球、室內賽艇、

足球 
丘鴻海 鄭美菁 獲獎 

72 德信中學 姚日謙 Yiu Yat Him 乙 乒乓球、足球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73 德信中學 吳蔚霖 Ng Wai Lam 甲 手球、田徑、籃球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74 德信中學 吳嘉浩 Ng Ka Ho 甲 足球、手球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75 德信中學 蕭栢賢 Siu Pak Yin 乙 游泳、長跑、羽毛球 劉漢棋 羅春平 獲獎 

76 青年會書院 陳慧瑩 Chan Wai Ying 乙 田徑 譚智聰 劉國良 獲獎 

77 青年會書院 黎喜怡 Lai Hei Yee 乙 田徑 譚智聰 劉國良 獲獎 

78 青年會書院 馮琳 Fung Lam 乙 田徑 譚智聰 劉國良 獲獎 

79 青年會書院 林紀君 Lam Kei Kwan 乙 田徑、籃球 譚智聰 劉國良 獲獎 

80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李念恩 Lee Nim Yan 丙 越野、長跑 梁炳權 陳嘉麗 獲獎 

81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莊岸穎 Zhuang Ngon Wing 丙 越野、長跑、手球 梁炳權 陳嘉麗 獲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