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普及男子體操 - A組 (1,2年級)

團體賽隊伍名稱 總分 名次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71.00 1

光明英來學校 70.30 2

元朗商會小學 67.20 3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64.40 4

光明學校 64.10 5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63.90 6



自由 體操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自由 體操 名次

普男A33 何浚嘉 宣道會葉绍蔭紀念小學 13.30 1

普男A16 黃烜堯 光明學校 12.40 2

普男A28 鄭文諾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12.20 3

普男A02 黃子朗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10 4

普男A32 趙冠皓 宏信書院 12.05 5

普男A29 陳諾為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12.00 6

普男A21 蕭朗晞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1.90 7

普男A30 馬雋穎 保良局志豪小學 11.85 8

普男A26 區燊耀 光明英來學校 11.80

普男A12 李銳峰 元朗商會小學 11.50

普男A11 梁卓軒 元朗商會小學 11.30

普男A05 區進賢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1.20

普男A10 楊立言 元朗商會小學 11.10

普男A18 陳皓堯 光明學校 11.10

普男A07 周梓謙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1.00

普男A06 張宇靖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0.80

普男A09 林晋晴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0.80

普男A08 梁楚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0.70

普男A17 劉子樂 光明學校 10.70

普男A04 關智仁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0.60

普男A19 謝歷行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0.60

普男A20 王啟諾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0.60

普男A22 楊皓竣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0.50

普男A31 趙皓霖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10.50

普男A01 劉樂俊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0.40

普男A14 謝天堯 光明學校 10.40

普男A03 吳彥希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0.30

普男A23 梁天揚 光明英來學校 10.10

普男A35 姚子樂 寶覺小學 10.10

普男A24 方天諾 光明英來學校 9.90

普男A15 劉嘉佑 光明學校 9.80

普男A34 周日 南元朗官立小學 9.70

普男A13 麥俊琪 元朗商會小學 9.40

普男A27 梁銘謙 光明英來學校 9.00

普男A25 葉俊峰 光明英來學校 0.00

組別：普及男子體操 - A組 (1,2年級)



跳箱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跳箱 名次

普男A26 區燊耀 光明英來學校 13.70 1

普男A35 姚子樂 寶覺小學 13.50 2

普男A32 趙冠皓 宏信書院 13.40 3

普男A22 楊皓竣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20 4

普男A28 鄭文諾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13.10 5

普男A33 何浚嘉 宣道會葉绍蔭紀念小學 13.05 6

普男A02 黃子朗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00 7

普男A34 周日 南元朗官立小學 12.95 8

普男A12 李銳峰 元朗商會小學 12.90

普男A29 陳諾為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12.85

普男A23 梁天揚 光明英來學校 12.80

普男A30 馬雋穎 保良局志豪小學 12.60

普男A01 劉樂俊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40

普男A18 陳皓堯 光明學校 12.30

普男A27 梁銘謙 光明英來學校 12.00

普男A03 吳彥希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1.70

普男A21 蕭朗晞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1.50

普男A16 黃烜堯 光明學校 11.40

普男A31 趙皓霖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11.30

普男A09 林晋晴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1.20

普男A04 關智仁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1.10

普男A05 區進賢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1.00

普男A24 方天諾 光明英來學校 11.00

普男A08 梁楚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0.70

普男A11 梁卓軒 元朗商會小學 10.40

普男A07 周梓謙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0.00

普男A13 麥俊琪 元朗商會小學 10.00

普男A14 謝天堯 光明學校 6.20

普男A17 劉子樂 光明學校 6.20

普男A19 謝歷行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6.10

普男A20 王啟諾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5.50

普男A06 張宇靖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5.00

普男A10 楊立言 元朗商會小學 5.00

普男A15 劉嘉佑 光明學校 5.00

普男A25 葉俊峰 光明英來學校 0.00

組別：普及男子體操 - A組 (1,2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