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隊名

1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男子組 聖愛德華

2 景林天主教小學 男子組 KLCPS Boys 1

3 景林天主教小學 男子組 KLCPS Boys 2

4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男子組 天靈男子1隊

5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男子組 天靈男子2隊

6 太古小學 男子組 太古男子1隊

7 太古小學 男子組 太古男子2隊

8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男子組 可立1隊

9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男子組 可立2隊

10 聖公會青衣何澤芸小學 男子組 青澤男子1隊

11 聖公會青衣何澤芸小學 男子組 青澤男子2隊

12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男子組 鳳琛小1隊

13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男子組 鳳琛小2隊

14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男子組 MFS男子

15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男子組 何式南A

1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男子組 禾信(男)

17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男子組 沙田聖心一隊

18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男子組 KTS男子

19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男子組 仁紀男子

20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組 CWSA男子隊

21 九龍塘宣道小學 男子組 宣道一隊

22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組 CIS 男子1隊

23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男子組 SCSB1

24 沙田崇真學校 男子組 沙崇男子一隊

25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男子組 奉基千禧男子1隊

26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男子組 拔萃男附小1隊

27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男子組 聖安德烈男子排球隊

28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組 LMC(Boys 1)

29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男子組 田小男子1隊

30 慈幼葉漢小學 男子組 慈幼葉漢

31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男子組 黃福鑾

3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男子組 協和

正選繳費日期:  2019年1月25日至 2019 年2月15日

2019簡易運動大賽 - 迷你排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男子組)

香港排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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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簡易運動大賽 - 迷你排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男子組)

香港排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學校名稱 組別 隊名

1 德雅小學 男子組 德雅小學

2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男子組 KWPS男子1隊

3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男子組 KBSJB BOYS 1隊

4 台山商會學校 男子組 TSAPS男子1隊

5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男子組 姚達之1隊

6 香港培正小學 男子組 培正1隊

7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組 GPS

8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男子組 何日東

9 興德學校 男子組 興德男子

10 天主教伍華小學 男子組 伍華一隊

11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組 CIS 男子2隊

12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男子組 KWPS男子2隊

13 台山商會學校 男子組 TSAPS男子2隊

14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組 LMC(Boys 2)

15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男子組 何式南B

16 香港培正小學 男子組 培正2隊

17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男子組 田小男子2隊

18 天主教伍華小學 男子組 伍華二隊

19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男子組 拔萃男附小2隊

20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男子組 奉基千禧男子2隊

21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男子組 KBSJB BOYS 2隊

22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男子組 姚達之2隊

23 沙田崇真學校 男子組 沙崇男子二隊

24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男子組 沙田聖心二隊

25 九龍塘宣道小學 男子組 宣道二隊

26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男子組 SCSB2

(候補繳費日期:  2019 年2月19日至2019 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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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隊名

1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女子組 SJPS 1

2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女子組 SJPS 2

3 佛教慈敬學校 女子組 慈敬一隊

4 佛教慈敬學校 女子組 慈敬二隊

5 景林天主教小學 女子組 KLCPS Girls

6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女子組 天靈女子1隊

7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女子組 天靈女子2隊

8 太古小學 女子組 太古

9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女子組 張煌偉

10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女子組 LKK一隊

1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女子組 LKK二隊

12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子組 HYPS1隊

13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子組 HYPS 2隊

14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女子組 可立小學

15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女子組 可立小學女子2隊

16 聖公會青衣何澤芸小學 女子組 青澤A隊

17 聖公會青衣何澤芸小學 女子組 青澤B隊

18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女子組 MFS女子1隊

19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女子組 MFS女子2隊

20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組 福附

21 元朗朗屏東莞學校 女子組 元朗東莞一隊

22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小學部) 女子組 CKY

23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女子組 KBSJB GIRLS

24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女子組 王余家潔

25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女子組 千禧1隊

26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女子組 馬主風1隊

27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女子組 仁紀女子

28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女子組 KTS女子

29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女子組 聖安德烈女子排球隊

30 香港培正小學 女子組 培正

31 黃埔宣道小學 女子組 黃埔宣道1隊

32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女子組 禤景榮1隊

正選繳費日期:  2019年1月25日至 2019 年2月15日

2019簡易運動大賽 - 迷你排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女子組)

香港排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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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簡易運動大賽 - 迷你排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女子組)

香港排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學校名稱 組別 隊名

1 台山商會學校 女子組 TSAPS女子1隊

2 興德學校 女子組 興德女子

3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女子組 CWSA女子隊

4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女子組 何日東1隊

5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女子組 KWPS

6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女子組 協和

7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組 LMC(Girls 1)

8 沙田崇真學校 女子組 沙崇女子1隊

9 迦密梁省德學校 女子組 迦密

10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女子組 浸信呂明才

11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女子組 SCSG1

12 拔萃女小學 女子組 DGJS A

13 九龍塘宣道小學 女子組 APSKT 1隊

1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女子組 禾信(女一隊)

15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女子組 沙田聖心

16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女子組 何式南A

17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女子組 CIS 女子1隊

18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女子組 禾信(女二隊)

19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女子組 馬主風2隊

20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女子組 SCSG2

21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女子組 何式南B

22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女子組 禤景榮2隊

23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女子組 千禧2隊

24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組 LMC(Girls 2)

25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女子組 CIS 女子2隊

26 台山商會學校 女子組 TSAPS女子2隊

27 拔萃女小學 女子組 DGJS B

28 九龍塘宣道小學 女子組 APSKT 2隊

29 元朗朗屏東莞學校 女子組 元朗東莞二隊

30 黃埔宣道小學 女子組 黃埔宣道2隊

31 沙田崇真學校 女子組 沙崇女子2隊

(候補繳費日期:  2019 年2月19日至2019 年2月25日)

候補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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