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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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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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培德 G1 港島東 甘力軒 張詩穎 SV-01 初級女 小西灣 孫慧盈 何文瀚 U14 曾子恆 麥子進 鄭偉豪 鄺世豪

女成 郭建全 林鎮國 陳紹璣 黃應紅 G2 青衣西南 孫家駿 鄭煒麟 SV-02 初級女 振華道 盧翠儀 盧家俊 U16 戴嘉傑 麥子進 梁譽騰 譚洭倫

男青 倪震權 彭展程 呂致霖 霍禮灝 G3 石硤尾公園 丘健文 孫綺彤 SV-04 初級女 青衣 張敏莉 林綺亭 U18 陳建達 黃世峰 楊卓錡 鄧志康

女青 張景輝 李裕庭 周細好 梁子峰 G4 屯門蝴蝶灣 趙穎琪 謝靜藍 SV-05 初級女 荔景 陳博康 鍾偉時 U20 丘健文 霍禮灝 葉世富 陸震豪

男少 周國傑 文嘉豪 梁敬淙 楊卓錡 B1 小西灣 袁亦鏘 祝家豪 SV-06 進階女 港灣道 張詩穎 曹杏添 U23 黃世峰 周國傑 關琳煒 陸震豪

女少 葉寶林 謝偉清 梁華 林綺亭 B2 青衣 陳啟軒 吳詠嵐 SV-07 進階女 九龍城 胡雅軒 陳紹康 U14 張景輝 駱映喬 陳怡 林嘉澄

B3 九龍城 余映姿 葉世富 SV-08 進階女 良田 謝靜藍 何家妙 U16 余映姿 張景輝 麥炳良 周子浩

B4 荔景 盧翠儀 林希珈 SV-09 初級男 蒲崗村道 黃立暉 莊紀來 U18 李佩珊 黃智穎 施瑋斌 吳秀蘭

教練 教練 教練 教練 SV-10 初級男 大角咀 陳建達 郭漢生 U20 NIL 王力可 何卓昇 劉依婷

沙排男青 呂紹豪 李勤昌 譚洭倫 NIL SV-11 初級男 坑口 李偉彬 陳紹康 U23 葉寶林 陳梓俊 馬家豪 黃卓謙

沙排女青 胡志雄 何慧恩 張海鷹 NIL 班別 主教練 助理教練 SV-12 初級男 保榮路 丘健文 梁景嵐

G1 屏山天水圍 李佩珊 王偉倫 SV-13 進階男 天水圍 NIL 趙穎琪

G2 恆安 梁振偉 陳遠寧 SV-14 進階男 上環 倪梓峰 曾子恆

G3 太和 何欣婷 林希珈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G4 富亨 陳紹康 黃雯靖 甲一 曾子恆 呂偉斌 蕭昌鴻 伍曜新

G5 石硤尾公園 王龍 潘曉玲 班別 主教練 助理教練 甲二 馬家豪 吳錦池 林焯軒 李偉邦

G6 青衣 張詩敏 曹子傑 BV-04 初級 葵涌 王沛林 盧易翔 乙 譚洭倫 韓偉正 郭建全 趙敏聰

G7 將軍澳 孫慧盈 曹杏添 BV-05 初級 葵涌 盧翠儀 黃栢軒 丙 蘇國權 鄧志康 胡志雄 譚建軍

G8 黃泥涌 祝家豪 陳思敏 BV-06 進階 葵涌 林柏均 盧易翔 甲一 王淑儀 麥梓淳 關榮生 陳紹璣

B1屯門蝴蝶灣 林焯軒 麥皓鈞 BV-07 初級 彩虹道 盧翠儀 梁倩橋 甲二 葉寶林 黃結存 黃仲賢 王偉倫

B2 天瑞 丘健文 譚祖祐 BV-08 初級 彩虹道 李偉彬 莊紀來 乙 馬家耀 石建邦 廖允瑒 戴展峯

B3 大埔墟 徐浩 盧翠儀 BV-09 進階 彩虹道 曹杏添 李偉彬 丙 彭子欣 何正耀 黎子賢 冼寶琪

B4 振華道 陳啟軒 陳冠男

B5 荔枝角公園 梁家華 黃健勤

B6 九龍城 楊劭琦 胡雅軒 班別 主教練 助理教練

B7 小西灣 張詩穎 袁亦鏘 MV-01 九龍公園  黃立暉  陳以昕

B8 黃竹坑 黃珊珊 萬莉 MV-02 牛池灣  張偉貞 盧翠儀

MV-03 楊屋道 陳建達 林希珈

MV-04 屏山天水圍  郭永浩 梁景嵐

班別 主教練 助教

B1 葵涌 (男) 李勤昌 饒明淦

B2 天業路 (男) NIL 葉敬亮

G1 葵涌 (女) 盧翠儀 黃栢軒

G2 彩虹道 (女) 曹杏添 王龍

2021-2022香港排球教練頒獎禮

得獎名單

香港排球聯賽2022 - 季前熱身賽

香港青少年排球錦標賽 2021

2021暑期迷你排球訓練班

2021暑期初級排球訓練班

2021暑期沙灘排球訓練班

2021-22幼苗排球培訓計劃2021-22香港排球代表隊

2021-22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

感謝各香港代表隊主教練及助理教練本年度 (2021-

2022) 為香港代表隊付出時間及心血，帶領港隊進行

長時間的訓練及參加多個本地及海外的大型賽事。

感謝本年度 (2021-2022) 為本會以下活動服務的主教練及助理教練，培育青少年排球運

動員。

表揚在2021年8月期間舉行的「香港青少年排球錦標賽 2021」

以及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期間舉行的「香港排球聯賽

2022 - 季前熱身賽」中獲得優異成績的球隊之教練。

男子組

女子組

2021-22青苗排球培訓計劃

2021-22青苗沙灘排球培訓計劃

男子組

女子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