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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姓名 學校  姓名 學校 

田 1. 李紹良老師 (主委)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2. 李擴領老師 (副主委) 賽馬會體藝中學 

徑 3.  陳展雲老師 香港華仁書院 4. 蕭周秀華老師 聖士提反書院 

 5. 黨家忠老師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6. 霍紹波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7. 葛顯德老師 閩僑中學 8. 李家華老師 培僑書院 

 9. 譚耀宗老師 德望學校 10. 鄧根來老師 拔萃女書院 

 11. 丘蓮娣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12. 周溥生先生 顧問 

 13. 石江先生 顧問 14. 黃超強先生 顧問 

 15. 楊世模博士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代表    

羽 1. 鄒秉恩校長 (主委)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2. 朱躍進老師 (副主委) 馬頭涌官立小學 (紅磡灣) 

毛 3. 陳克誠老師 聖公會奉基小學 4. 張偉雄副校長 聖公會基顯小學 

球 5. 曹穎芝老師 香港真光中學 6. 黎  雄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7. 羅志光老師 五邑鄒振猷學校 8. 羅錫基老師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9. 莫志雄老師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 10. 鄧昌傑先生 顧問 

 11. 曾醒華先生 香港羽毛球總會代表    
       

籃 1. 施偉眾老師 (主委) 廠商會中學 2. 何淑婷老師 (副主委) 裘錦秋中學(葵涌) 

球 3. 陳志偉老師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4. 陳曉亮老師 順利天主教中學 

 5. 陳雅思老師 匯基書院 (大坑東) 6. 鄭琪琦老師 林大輝中學 

 7. 張永鋒老師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8. 朱加勤老師 香港培正小學 

 9. 郭偉豪老師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10. 梁國成老師 香港潮陽小學 

 11. 鄧英良老師 神召會康樂中學 12. 任明敏老師 協恩中學 

 13. 葉福華先生 顧問 14. 蕭永豪先生 顧問 

 15. 何潁銓先生 香港籃球總會代表    

越 1. 李慶堯老師 (主委) 香港仔工業學校 2. 勞武寧老師 (副主委)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野 3. 陳啟發老師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4. 曹翠儀老師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跑 5. 蕭周秀華老師 聖士提反書院 6. 黎志亮老師 張振興伉儷書院 

 7. 黎可基老師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8. 黎博文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9. 林偉傑老師 伯特利中學 10. 李啟昭老師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11. 陸鳳貞老師 聖馬可中學 12. 謝嘉恒老師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足 1. 孫瑞強老師 (主委) 棉紡會中學 2. 殷小賡老師 (副主委)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球 3. 陳偉雄老師 裘錦秋中學(葵涌) 4. 朱活民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5. 黎震豪老師 聖士提反堂中學 6. 黎柏勇老師 喇沙書院 

 7. 胡運國副校長 聖若瑟書院 8. 楊達文老師 余振強紀念中學 

 9. 楊達武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10. 陳融章先生 顧問 

 11. 尹威賢先生 顧問 12. 黃煒基先生 顧問 

 13. 陳家亮先生 香港足球總會代表    
 

手 1. 黃永業老師 (主委) 元朗商會中學 2. 李嘉亮老師 (副主委)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球 3. 鄭惠霞老師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4. 張蔚程老師 景嶺書院 

 5. 李志能老師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6. 許潔美老師 聖公會陳融中學 

 7. 龐耀榮老師 英華書院 8. 葉嘉威老師  荃灣聖芳濟中學 

 9. 余志恒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10. 楊開將先生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代表 

游 1. 潘嘉衡老師 (主委) 香港培正中學 2. 鄧偉良老師 (副主委) 趙聿修紀念中學 

泳 3. 周小紅老師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4. 朱立賢老師 聖若瑟書院 

 5. 梁學修老師 英華女學校 6. 廖嘉莉老師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7. 莫家翹老師 培僑中學 8. 王青香老師 裘錦秋中學(元朗) 

 9. 葉漢強老師 拔萃男書院 10. 梁志成先生 顧問 

 11. 楊榮基先生 顧問 . 12. 司徒秉衡先生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代表 

乒 1. 林加祿老師 (主委) 聖芳濟各書院 2. 方紹鵬老師(副主委)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乓 3. 陳麗珠老師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4. 植婉雯老師 瑪利曼小學 

球 5. 李秀秀老師 港大同學會書院 6. 黃子江老師 聖公會主愛小學 

 7. 古兆然老師 粉嶺公立學校 8. 湯家偉老師 英華小學 

 9. 張志賢先生 顧問 10. 曾醒華先生 顧問 

 11. 余錦佳女士 香港乒乓總會代表    

排 1. 羅永輝老師 (主委) 九龍工業學校 2. 周國傑老師 (副主委) 華英中學 

球 3. 陳俊傑老師 高雷中學 4. 陳乃富老師 賽馬會體藝中學 

 5. 鄭景亮副校長 香港培正中學 6. 張秋玲老師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7. 趙小良老師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8. 高永祥老師 皇仁書院 

 9. 黎博文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10. 李珮茵老師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11. 李詠珊老師 佛教黃允畋中學 12. 文嘉豪老師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13. 倪震權老師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14. 蕭少培老師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15. 黃珊珊老師 培英中學 16. 關霈霖先生 香港排球總會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