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

團體賽隊伍名稱 總分 名次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0.85 1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18.30 2

組別：小學女子乙組



 

組別：小學女子乙組
個人全能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個人全能
名次 Rank

(獎項)

女乙04 謝順靈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41.60 1

女乙16 曾繁芊 南元朗官立小學 40.85 2

女乙03 麥說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40.45 3

女乙05 陳依嵐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40.00 4

女乙06 陳依晴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39.30 5

女乙09 陳子悠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39.00 6

女乙10 陳麗雯 光明英來學校 38.85 7

女乙02 凌逸怡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38.80 8

女乙15 李康澄 聖公會基恩小學 37.75

女乙12 連善瑜 光明英來學校 36.60

女乙01 鍾欣緻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35.60

女乙08 周橋欣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35.30

女乙14 黃凱欣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

學校
35.25

女乙07 霍芷悠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34.00

女乙13 陳善瞳 光明英來學校 34.00

女乙11 辜廷思 光明英來學校 31.40



 

平衡木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平衡木 名次

女乙04 謝順靈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500 1

女乙16 曾繁芊 南元朗官立小學 13.150 2

女乙09 陳子悠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100 3

女乙03 麥說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000 4

女乙15 李康澄 聖公會基恩小學 12.900 5

女乙10 陳麗雯 光明英來學校 12.850 6

女乙06 陳依晴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800 7

女乙14 黃凱欣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

學校
12.650 8

女乙05 陳依嵐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600

女乙12 連善瑜 光明英來學校 12.400

女乙02 凌逸怡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200

女乙13 陳善瞳 光明英來學校 11.500

女乙08 周橋欣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0.600

女乙01 鍾欣緻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0.500

女乙07 霍芷悠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9.300

女乙11 辜廷思 光明英來學校 7.200

組別：小學女子乙組



 

跳 箱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跳 箱
名次 Rank

(獎項)

女乙04 謝順靈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80 1

女乙16 曾繁芊 南元朗官立小學 13.65 2

女乙02 凌逸怡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55 3

女乙05 陳依嵐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50 4

女乙03 麥說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45 5

女乙10 陳麗雯 光明英來學校 13.40 6

女乙06 陳依晴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20 7

女乙11 辜廷思 光明英來學校 12.90 8

女乙09 陳子悠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80

女乙07 霍芷悠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60

女乙15 李康澄 聖公會基恩小學 12.35

女乙01 鍾欣緻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20

女乙08 周橋欣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20

女乙12 連善瑜 光明英來學校 11.80

女乙14 黃凱欣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1.80

女乙13 陳善瞳 光明英來學校 11.20

組別：小學女子乙組



 

自由體操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自由體操
名次 Rank

(獎項)

女乙04 謝順靈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4.3 1

女乙16 曾繁芊 南元朗官立小學 14.05 2

女乙03 麥說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4 3

女乙05 陳依嵐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9 4

女乙06 陳依晴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3 5

女乙09 陳子悠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1 6

女乙02 凌逸怡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05 7

女乙01 鍾欣緻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9 8

女乙10 陳麗雯 光明英來學校 12.6

女乙08 周橋欣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5

女乙15 李康澄 聖公會基恩小學 12.5

女乙12 連善瑜 光明英來學校 12.4

女乙07 霍芷悠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1

女乙11 辜廷思 光明英來學校 11.3

女乙13 陳善瞳 光明英來學校 11.3

女乙14 黃凱欣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0.8

組別：小學女子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