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隊名

1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男子組 LLSY男子隊

2 佛教黃焯菴小學 男子組 佛教黃焯菴小學

3 聖若瑟小學 男子組 聖若瑟

4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男子組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男子隊

5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男子組 道教雲泉

6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男子組 KBSJB BOYS

7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組 禮賢男子組

8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男子組 Delia Boys

9 寶血會嘉靈學校 男子組 嘉靈

10 新會商會港青基信學校 男子組 SWCS YMCA boys

11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男子組 方樹泉小學

12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組 陳耀星男隊

13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男子組 黃永樹男子隊

14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男子組 陳國威

15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男子組 朱小男子隊

16 保良局雨川小學 男子組 雨川男子隊

1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男子組 馬信小

18 馬鞍山靈糧小學 男子組 馬鞍山靈糧小學男子隊

19 慈航學校 男子組 慈航男子隊

20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男子組 WKS男子隊

21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男子組 教大賽小男子隊

22 男子組 亞小Asbury

2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男子組 葵盛信義男子隊

24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男子組 慈幼千禧男子隊

25 荃灣商會學校 男子組 荃商龍捲風

26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男子組 劉皇發

27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組 羅陳楚思男子隊

28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男子組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男子隊

29 荃灣潮州公學 男子組 荃灣潮州公學

30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男子組 伊小男子隊

31 元朗寶覺小學 男子組 YLPKPS(B)

32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男子組 李宗德男子隊

正選繳費日期:  2019年2月11日至 2019 年3月4日

2019簡易運動大賽 - TOUCH 欖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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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組別 隊名

1 保良局陳溢小學 男子組 保良局陳溢小學男子隊

2 聖博德學校 男子組 SPS

3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男子組 正覺男子隊

4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男子組 康山

5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男子組 BWCSS男子隊

6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男子組 CMS

7 天主教伍華小學 男子組 伍華

8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男子組 DBSPD

9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男子組 西貢崇真男子隊

10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男子組 科技創意男子隊

11 寶血小學 男子組 寶血男子隊

12 香港培正小學 男子組 培正男子欖球隊

13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組 救恩男子隊

在正選中籤者繳費期過後，如仍有餘額，本署將按上述候補名單次序，致函通知有

關學校繳費作實。

候補繳費日期:  2019 年3月11日至2019 年3月15日

候補名單

香港欖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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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抽籤結果 (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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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隊名

1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女子組 LLSY女子隊

2 寶血小學 女子組 寶血女子隊

3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女子組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女子隊

4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女子組 KBSJB GIRLS

5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組 禮賢女子組

6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女子組 Delia Girls

7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女子組 BWCSS女子隊

8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女子組 黃永樹女子隊

9 馬鞍山靈糧小學 女子組 馬鞍山靈糧小學女子隊

10 慈航學校 女子組 慈航女子隊

11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女子組 WKS女子隊

12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女子組 教大賽小女子隊

1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女子組 葵盛信義女子隊

14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女子組 慈幼千禧女子隊

15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女子組 伊小女子隊

16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女子組 李宗德女子隊

正選繳費日期:  2019年2月11日至 2019 年3月4日

學校名稱 組別 隊名

1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女子組 羅陳楚思女子隊

2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組 救恩女子隊

3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女子組 科技創意女子隊

4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女子組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女子隊

5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女子組 西貢崇真女子隊

6 元朗寶覺小學 女子組 YLPKPS(G)

7 保良局雨川小學 女子組 雨川女子隊

8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女子組 陳耀星女隊

9 保良局陳溢小學 女子組 保良局陳溢小學女子隊

10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女子組 朱小女子隊

在正選中籤者繳費期過後，如仍有餘額，本署將按上述候補名單次序，致函通知有

關學校繳費作實。

候補繳費日期:  2019 年3月11日至2019 年3月15日

名額抽籤結果 (女子組)

候補名單

香港欖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2019簡易運動大賽 - TOUCH 欖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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