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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定向總會  

第三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  -  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的影響，總會決定取消舉行周年頒

獎典禮，有關領取獎項安排將會容後公佈。  

 

2019 中長距離年終排名總成績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M12 胡鉻 胡溱 區卓堯 

W12 饒嶢 梁樂晴 丘汶希 

M14 方卓朗 馮匡正 岑兆朗 

W14 蕭沛悅 游柔 傅塏棋 

M16 林卓希 區皓翹 杜頌然 

W16 文穎 羅凱欣 鄺芷穎 

M18 李康培 徐冠維 任啓睿 

W18 馮蔚祈 鄧樂兒  

M20 王卓弘 梁仲緯 游羿 

W20 朱映柔 王以山 梁熙彤 

M21 張志高 楊國強 林家正 

W21 李詠琛 林希瑤 呂慧寧 

M35 李明志 黃懷毅 鄭炳權 

W35 張麗娟 黃惠貞 莫惠兒 

M40 盧永兆 黄志冲 劉志泉 

W40 陳笑梅 盧韻儀 周凱思 

M45 許毅生 陳嘉成 饒戈 

W45 何慶齡 楊永鳳 陳詩麗 

M50 梁立安 文惠庭 黃洪安 

W50 區詠斯 陸麗麗 蔡麗香 

M55 余善豪 羅偉基 梁林 

W55 黃玉卿 徐麗娟 陳燕雲 

M60 謝亦華 梁國強 王錦輝 

ME 余梓維 潘永殷 葉澤麟 

WE 陳巧華 林楚茹 呂慧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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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短距離年終排名總成績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M8 梁敖峯 陳翰霖 馮澤琛 

W8 施意 梁桂菲 鍾佩澄 

M10 張淏林 區卓堯 鄺梓俊 

W10 陳蕊喬 倫佾謠 陳芮珈 

M12 何俊源 蕭沛樂 胡溱 

W12 饒嶢 丘汶希 黃奕菲 

M14 馮匡正 岑兆朗 方卓朗 

W14 蕭沛悅 游柔 高曉旻 

M16 林卓希 區皓翹 李思律 

W16 文穎 鄺芷穎 陳臻怡 

M18 任啓睿 徐冠維 李嘉偉 

W18 梁曉晴 羅穎彤 鄧樂兒 

M20 游羿 蘇嘉泓 謝諾軒 

W20 馮蔚祈 饒楠  

M21 鍾浩賢 葉家麟 林冠志 

W21 蘇慧軒 廖嘉雯 蘇頴敏 

M35 梁國成 梁日禮 李兆剛 

W35 張麗娟 梁嘉麗 石美華 

M40 盧永兆 陳福禮 陳啟榮 

W40 黃慧敏 徐影珊 黃玉華 

M45 梁智恒 羅偉基 許毅生 

W45 楊永鳳 劉碧儀 盧婉媚 

M50 黄志冲 文惠庭 梁立安 

W50 區詠斯 陸麗麗 鄭寶儀 

M55 余善豪 陳國偉 彭家在 

W55 徐麗娟 陳燕雲 陳少蓮 

M60 謝亦華 梁國強 虞定宏 

ME 余梓維 李雋皓 葉澤麟 

WE 陳巧華 林楚茹 梁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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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佳女子運動員  

 

組別  得獎者姓名  

中長距離  陳巧華 

短距離    陳巧華 

 

4.  最佳男子運動員  

 

組別  得獎者姓名  

中長距離  余梓維 

短距離  余梓維 

 

 

5.   2019 集訓隊獎項  

 

所屬集訓隊  獎項  得獎者姓名  

2019 少年集訓隊  最佳表現獎  文頴  

2019 少年集訓隊  最佳進步獎  馮匡正  

2019 青年集訓隊  最佳表現獎  王卓弘  

2019 青年集訓隊  最佳進步獎  蘇嘉泓  

2019 精英發展集訓隊  最佳表現獎  余思穎  

2019 精英發展集訓隊  最佳進步獎  李升威  

2019 成年集訓隊  最佳表現獎  張麗娟  

2019 成年集訓隊  最佳進步獎  李明志  

2019 精英集訓隊  最佳表現獎  余梓維  

2019 精英集訓隊  最佳進步獎  林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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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謝狀予協辦總會賽事的屬會』  

 

協辦屬會 賽事名稱 日期 地點 

同社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中/長距離) 24/02/2019 鴨仔山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粵港澳三地定向錦標賽 暨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短距離) 
17/03/2019 天水圍公園 

迪迪定向 及 

聖芳濟書院野外定向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中/長距離) 31/03/2019 鹿巢坳 

晉峰行動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短距離)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中/長距離) 

07/04/2019 

08/12/2019 

坪洲 

寶馬山 

VOC 2018/19 色級定向活動 13/04/2019 牛寮 

香港定向越野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短距離) 12/05/2019 摩士公園 

山海公城 
香港短途定向接力賽 

2019/20 色級定向活動 

22/09/2019 

13/10/2019 

屯門公園 

排頭坑 

迪迪定向 2019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九龍區 28/09/2019 南昌公園 

香港警察野外定向會 
第 23 屆白理義先生紀念賽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中/長距離) 

29/09/2019 

10/11/2019 

藍田五桂山 

西貢灣仔 

華仁定向會 2019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新界區 12/10/2019 北區公園 

皇仁書院野外定向會 2019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港島區 26/10/2019 柴灣公園 

培正中學野外定向會 2019/20 色級定向活動 03/11/2019 大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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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佳賽事獎 -色級活動  
 

日期 協辦屬會 地點 票數 得獎者 

2019 年 10 月 13 日 山海公城 排頭坑 6  

2019 年 11 月 03 日 培正中學野外定向會 大棠 7 ✓ 

 

最佳賽事獎 -排名聯賽 (中長距離 )  
 

日期 協辦屬會 地點 票數 得獎者 

2019 年 02 月 24 日 同社 鴨仔山 7 ✓ 

2019 年 03 月 31 日 
迪迪定向會 及 

聖芳濟書院野外定向會 
鹿巢坳 7 ✓ 

2019 年 11 月 10 日 香港警察野外定向會 西貢灣仔 2  

2019 年 12 月 08 日 晉峰行動 寶馬山 5  

 

最佳賽事獎 -排名聯賽 (短距離 )  
 

日期 協辦屬會 地點 票數 得獎者 

2019 年 03 月 17 日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天水圍公園 6  

2019 年 04 月 07 日 晉峰行動 坪洲 9 ✓ 

2019 年 05 月 12 日 香港定向越野會 摩士公園 5  

 

最佳賽事獎 -週年定向錦標賽  
 

日期 比賽項目 地點 票數 得獎者 

2019 年 12 月 25 日 中距離 掌牛山 6  

2019 年 12 月 28 日 短距離 九龍公園 2  

2019 年 12 月 29 日 長距離 花山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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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9 優秀運動員獎勵  (共 26 人 )  
 

姓名  優秀表現  

余梓維 2019男子精英組 (短及中長距離 )冠軍  

陳巧華 2019女子精英組 (短及中長距離 )冠軍  

朱祐民 

於 2019亞洲青少年定向錦標賽取得佳績  

羅凱欣 

馮匡正 

岑兆朗 

馮蔚祈 

高曉旻 

游柔 

黃梓臻 

朱映柔 

王以山 

林卓希 

文穎 

梁熙彤 

蘇嘉泓 

王卓弘 

黃穎賢 

陳臻怡 

區皓翹 

蕭沛悅 

劉卓楠 

傅塏棋 

方卓朗 

張麗娟 
於 2019全國定向錦標賽取得佳績  

黃玉卿 

 

9.  最佳地圖獎  
 

最佳地圖獎 ( ISSOM)  

屬會  註冊地圖編號  地點  

香港定向越野會  04 /2019  摩士公園  

最佳地圖獎 ( ISOM) 

屬會  註冊地圖編號  地點  

同社  01 /2019  鴨仔山  

香港定向總會  11 /2019  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