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優秀教練獎 2) 活躍教練獎 3) 傑出教練獎

主教練 助理教練 助理教練 班別 主教練 助理教練 班別 主教練 助理教練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成 游學俊 鄺毅成 廖允瑒 上環 楊劭琦 陳博康 初級女 港灣道 張詩穎 盧業威 男甲一 陳建達 黃家威 梁熾偉 吳錦池

女成 林鎮國 黃應紅 袁正初 九龍城 譚洭倫 梁智皓 初級女 小西灣 廖穎宜 甘力軒 男甲二 鄭振文 伍曜新 馬家豪 曾子恆

男青 倪震權 彭展程 呂致霖 良田 梁振偉 葉世富 初級女 振華道 胡雅軒 鄭傳殷 女甲一 林鎮國 關榮生 王偉倫 王淑儀

女青 張景輝 李裕庭 周細好 青衣 楊卓錡 勞祖耀 初級女 九龍城 劉嘉慧 王龍 女甲二 王淑儀 簡偉權 黃結存 蔡照德

男少 周國傑 文嘉豪 陳俊傑 將軍澳 袁思偉 王龍 初級女 天瑞 趙穎琪 梁景嵐 男乙 黃世峰 劉卓恒 韓偉正 李偉邦

女少 麥梓淳 葉寶林 岑詠詩 保榮路 何欣婷 丘健文 初級女 保榮路 盧翠儀 謝釋賢 女乙 陳紹璣 莫美兒 葉寶林 李裕庭

初級女 良田 陳博康 麥皓鈞 男丙 倪震權 鄭志祥 Michael MOK 鄭偉豪

進階女 荔枝角公園 勞祖耀 趙穎琪 女丙 張淦邦 麥炳良 李智恒 何輝

教練 教練 教練 班別 主教練 助理教練 進階女 青衣 杜澤洪 李詠珊

沙排男成 程文達 呂紹豪 / 黃泥涌 (女) 鄧浩斌 滕超逸 進階女 天水圍 黃美華 葉世富

沙排女成 胡志雄 呂紹豪 / 上環 (女) 孫慧盈 張詩敏 初級男 蒲崗村道 袁思偉 楊寨誠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沙排男青 呂紹豪 李勤昌 / 九龍城 (女) 袁思偉 潘曉玲  初級男 大角咀 蘇浚軒 男甲 陳建達 呂偉斌 葉鳳儀 黃家威

沙排女青 陳紹璣 何慧恩 / 良田 (女) 李佩珊 梁振偉 初級男 坑口 李偉彬 楊寨誠 女甲 林鎮國 王淑儀 王淑儀 王偉倫

荃景圍 (女) 黃卓謙 梁華 初級男 太和 王龍 鄧鈞耀 男乙及公開 韓偉正 黃世峰 梁家烺 潘偉經

將軍澳 (女) 梁家華 朱詠兒 初級男 龍琛路 徐浩 曾松欽 女乙及公開 陳紹璣 李智恒 葉寶林 莫美兒

太和 (女) 冼寶琪 何欣婷 進階男 石塘咀 禤國頌 謝敬謙

恆安 (女) 張詩敏 陳博康 進階男 荔景 倪梓峰 羅婷芳

港島東 (男) 林嘉威 黃栢軒 4) 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最佳教練培訓獎 

黃竹坑 (男) 楊劭琦 林綺亭

摩士公園 (男) 吳茂燊 楊寨誠 班別 主教練 助理教練 林鎮國

土瓜灣 (男) 呂致霖 倪梓峰 初級 新咖啡灣 鄧浩斌 謝釋賢

青衣 (男) 黃嘉俊 葉世富 初級 天業路 任祖望 李詠珊

荃灣西約 (男) 曾松欽 鍾偉時 初級 天業路 楊美琪 丘健文

富亨 (男) 麥炳良 倪桂婷 初級 葵涌 杜澤洪

龍琛路 (男) 廖國浩 麥皓鈞 初級 葵涌 盧翠儀 甘力軒

進階 葵涌 任祖望 葉世富

初級 彩虹道 林鎮國 吳樂彤

班別 主教練 助教 初級 彩虹道 李偉彬 蘇浚軒

葵涌 (男) 李勤昌 / 進階 彩虹道 曹杏添 王龍

天業路 (男) 呂紹豪 /

葵涌 (女) 任祖望 /

彩虹道 (女) 曹杏添 張海鷹 班別 主教練 助理教練

九龍公園 胡雅軒 麥瑩瑩

摩士公園 廖穎宜 丘健文

楊屋道 羅婷芳 麥瑩瑩

屏山天水圍 盧翠儀 謝釋賢

2018香港排球教練頒獎禮

得獎名單

第36屆全港公開馬拉松排球賽

第37屆全港公開排球錦標賽

2017暑期迷你排球訓練班

2017暑期初級排球訓練班

2017暑期沙灘排球訓練班

2017-18香港排球代表隊 2017-18幼苗排球培訓計劃

2017-18青苗排球培訓計劃

2017-18青苗沙灘排球培訓計劃

2017-18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