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歷屆頒獎典禮嘉賓及最佳運動員名單 
 

年  份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1964-1965 龔 永 HKTC 工專 簡慧潔 HKTC 工專 

1965-1966 陳偉興 HKBC 浸會 雷浣茜 NAC 新亞 

1966-1967 陳傑山 HKBC 浸會 朱婉雲 NCE 羅師 

1967-1968 KULDIP SINGH NCE 羅師 許娜娜 NCE 羅師 

1968-1969 李慶富 GCE 葛師 劉美珠 NCE 羅師 

1969-1970 李慶富 GCE 葛師 黃慕貞 SRBCE 柏師 

1970-1971 林任權 GCE 葛師 鄒秉志 SRBCE 柏師 

1971-1972 李滿基 NAC 新亞 雷浣玲 CHC 珠海 

1972-1973 李志榮 SRBCE 柏師 朱麗雲 NAC 新亞 

1973-1974 廖祖光 CCC 崇基 高希賢 HKP 理工 

1974-1975 何兆星 NAC 新亞 是香媛 CCC 崇基 

1975-1976 張崧齡 HKU 港大 顏淑芬 UC 聯合 

1976-1977 呂劍樑 CHC 珠海 趙美安 HKBC 浸會 

1977-1978 黎金滿 HKP 理工 何淑莉 NAC 新亞 

1978-1979 陳德義 CUHK 中大 蘇碧笙 HKBC 浸會 

1979-1980 陳姜堯 CHC 珠海 馬梅娟 HKP 理工 

1980-1981 廖展浩 HKBC 浸會 洪梅芳 CHC 珠海 

1981-1982 楊世模 HKP 理工 李敏儀 CHC 珠海 

1982-1983 盧子謙 CHC 珠海 關秀敏 HKBC 浸會 

1983-1984 黃嘉文 HKP 理工 洪梅芳 CHC 珠海 

1984-1985 胡文泰 HKBC 浸會 陳淑琴 CUHK 中大 

1985-1986 謝熾鴻 GCE 葛師 李芷妮 HKP 理工 

1986-1987 劉 勇 CHC 珠海 歐穎兒 GCE 葛師 

1987-1988 曾意銘 CHC 珠海 陳錦園 HKSYC 樹仁 

1988-1989 余世雄 CHC 珠海 鄭麗珊 HKU 港大 

1989-1990 張子明 CHC 珠海 吳麗嬋 HKBC 浸會 

1990-1991 余世雄 CHC 珠海 薛秀森 NCE 羅師 

1991-1992 李國忠 CPHK 城市理工 鄭燕瑟 GCE 葛師 

1992-1993 馬智江 HKP 理工 林少芳 NCE 羅師 

1993-1994 朱 磊 HKBC 浸會 司徒詠怡 HKP 理工 

1994-1995 蔡芳裕 CHC 珠海 蔡曉嵐 HKBC 浸會 

1995-1996 胡達昌 HKBC 浸會 溫健儀 HKTC 柴灣科技 

1996-1997 李致和 CUHK 中大 譚若渝 CityU 城大 

1997-1998 李俊傑 CityU 城大 溫健儀 HKTC 柴灣科技 

1998-1999 馮嘉奇 HKTC 柴灣科技 趙詠賢 CUHK 中大 

1999-2000 何君龍 HKIVE 專教院 趙詠賢 CUHK 中大 

2000-2001 鄧國基 HKIVE 專教院 唐韻 CityU 城大 

2001-2002 方力申 HKU 港大 李燕儀 HKIEd 教院 

2002-2003 司徒瑞祈 PolyU 理大 黃彩琪 CityU 城大 

2003-2004 譚偉洋 HKBU 浸大 彭淑梅 PolyU 理大 

2004-2005 鍾 國 樑 CityU 城大 陳靜儀 PolyU 理大 

2005-2006 ／ ／  孫嘉兒 HKBU 浸大 

2006-2007 鄭偉豪 PolyU 理大 麥素寧 CUHK 中大 

2007-2008 陳以高 CityU 城大 陳皓怡 CityU 城大 

2008-2009 陳家豪 HKBU 浸大 歐詠芝 PolyU 理大 

2009-2010 鄭子文 IVE 專教院 歐詠芝 PolyU 理大 

2010-2011 鄭子文 IVE 專教院 歐倩瑩 HKBU 浸大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歷屆頒獎典禮嘉賓及最佳運動員名單 
 

年  份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2011-2012 黎振浩 PolyU 理大 吳楚筠 CUHK 中大 

2012-2013 吳鎮男 HKBU 浸大 胡樂敏 CityU 城大 

2013-2014 吳鎮男 HKBU 浸大 劉慕裳 CityU 城大 

2014-2015 張健達 CUHK 中大 劉慕裳 CityU 城大 

2015-2016 陳泰銘 HKU 港大 蔡利利 CUHK 中大 

2016-2017 葉梓豐 CityU 城大 鍾翠婷 CityU 城大 

2017-2018 袁皓俊 EdUHK 教大 陳健樂 PolyU 理大 

2018-2019 李振豪 EdUHK 教大 呂麗瑤 CUHK 中大 
2020-2021 蔡俊彥 HKU 港大 俞雅欣 CUHK 中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