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祈培修士紀念盃)：男子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秦宇灝、李呈 

亞軍 聖若瑟小學 周若軒、謝衍濤 

季軍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李浩揚 

殿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邱維晉 

優異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聖公會基恩小學 

聖保羅書院小學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籃球 (蔭華盃)：男子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李孝賢、馮亮鈞 

亞軍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陳殷承、楊俊偉 

季軍 聖保羅書院小學 李一樂 

殿軍 聖若瑟小學 黃朗君 

優異 

香港潮商學校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華富邨寶血小學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籃球(蔭華盃)：女子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嘉諾撒聖心學校 丘琦、梁映晞 

亞軍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李煒珊、朱穎詩 

季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麥泳 

殿軍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Chan Hei Yu Maegan 

 
  



 
排球(麗貞盃)：男子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陳樂衡、李浩揚 

亞軍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羅梓濠、黃啟航 

季軍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李呈 

殿軍 聖若瑟小學 黃盛祺 

 

排球(麗貞盃)：女子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陳潔芝、陳芷諾 

亞軍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李澄、沈慧 

季軍 救恩學校(小學部) 廖栩怡 

殿軍 嘉諾撒聖心學校 林依婷 

 

羽毛球(嘉儀盃)：男子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顧一朗、謝昊霖 

亞軍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陳琛諾、姜信成 

季軍 聖若瑟小學 繆柏寧 

殿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招健熙 

 

羽毛球(嘉儀盃)：女子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林安遇、呂婥琳 

亞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陳寶欣、羅天藍 

季軍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顏智淇 

殿軍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曾采怡 
 

  



 

乒乓球(錦祥盃)：男子甲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聖若瑟小學 姚正業、梁凱碩 

亞軍 聖公會基恩小學 馮諾禮、陳凱楓 

季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麥凱峰 

殿軍 聖保羅書院小學 羅新彥 

優異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海怡寶血小學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乒乓球(錦祥盃)：男子乙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聖若瑟小學 許栢鈞、石浩倫 

亞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盧景鋒、蘇宗銳 

季軍 聖保羅書院小學 林述恩 

殿軍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王智朗 

優異 

救恩學校(小學部) 

聖公會基恩小學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弘立書院 

 

 

乒乓球(錦祥盃)：女子甲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王穎雅、黃樂恒 

亞軍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周蕎、陳芊凝 

季軍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文樂萱 

殿軍 聖安多尼學校 洪琳 

 

乒乓球(錦祥盃)：女子乙組 

獎項 學校 傑出運動員 

冠軍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盧思穎、盧曉榆 

亞軍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陳子瀠、金若楠 

季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胡曉彤 

殿軍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譚慧衡 

  



 

游泳(破紀錄名單) (*傑出運動員) 

組別 姓名 學校名稱 項目 成績 

男乙 

余子龍*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50米自由泳 
30.76 

新紀錄 

劉建希* 聖若瑟小學 50米蝶泳 
32.98 

新紀錄 

男丙 

黃樂豐* 聖若瑟小學 

50米自由泳 
31.35 

新紀錄 

50米蛙泳 
43.78 

新紀錄 

嚴浩晉 救恩學校(小學部) 50米自由泳 
31.69 

破紀錄 

女甲 
丘琦、葉幸澄 

吳文嘉、陳康喬 
嘉諾撒聖心學校 

4 x 50米自由泳

接力 

2:08.97 

新紀錄 

女乙 

何素如* 般咸道官立小學 100米蛙泳 
1:27.05 

新紀錄 

馬熙桐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100米蛙泳 
1:28.70 

破紀錄 
 

田徑(破紀錄名單) (*傑出運動員) 

組別 姓名 學校名稱 項目 成績 

男甲 

董翹鋒* 聖若瑟小學 60米 8.51 新紀錄 

周雋傲* 聖保羅書院小學 200米 26.26 新紀錄 

陳言正、董翹鋒 

楊博鈞、陳樂希 
聖若瑟小學 4 x 100米接力 54.60 新紀錄 

陳章正、羅樂熙 

周雋傲、嚴韋麟 
聖保羅書院小學 4 x 100米接力 55.05 破紀錄 

男乙 郭浩桓*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60米 8.65 新紀錄 

男特 王子祺*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100米 12.60 新紀錄 

女乙 

張銚芝* 救恩學校(小學部) 60米 9.02 新紀錄 

黃心悅 嘉諾撒聖心學校 60米 9.13 破紀錄 

關晞怡*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跳遠 4.01m 新紀錄 

女丙 Wong Lea Zhining*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跳遠 3.58m 新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區小學分會 

2018-2019年度周年頒獎典禮 

頒 獎 程 序 
 

頒發程序 頒獎項目 

1 足球比賽 

2 足球傑出運動員 

3 籃球比賽(男子組) 

4 籃球比賽(女子組) 

5 籃球傑出運動員(男子組) 

6 籃球傑出運動員(女子組) 

7 排球比賽(男子組) 

8 排球比賽(女子組) 

9 排球傑出運動員(男子組) 

10 排球傑出運動員(女子組) 

11 羽毛球比賽(男子組) 

12 羽毛球比賽(女子組) 

13 羽毛球傑出運動員(男子組) 

14 羽毛球傑出運動員(女子組) 

15 乒乓球比賽(男子甲組) 

16 乒乓球比賽(男子乙組) 

17 乒乓球傑出運動員(男子甲組) 

18 乒乓球傑出運動員(男子乙組) 

19 乒乓球比賽(女子甲組) 

20 乒乓球比賽(女子乙組) 

21 乒乓球傑出運動員(女子甲組) 

22 乒乓球傑出運動員(女子乙組) 

23 校際游泳比賽(破紀錄及傑出運動員) 

24 校際田徑比賽(破紀錄及傑出運動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