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普及女子體操 - A組 (1- 2年級)

團體

團體賽隊伍名稱 總分 名次

元朗商會小學 81.40 1

鐘聲學校 81.10 2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80.65 3

光明英來學校 80.20 4

宏信書院 79.50 5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77.70 6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76.50 7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75.85 8



跳 箱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跳 箱 名次

普女A04 黃以晴 元朗商會小學 14.55 1

普女A65 賴悅兒 聖公會靈愛小學 14.50 2

普女A01 布爾茨伊莎 元朗商會小學 14.40 3

普女A31 溫凱晴 光明學校 14.30 4

普女A52 梁心悅 鐘聲學校 14.25 5

普女A51 馮韻堯 鐘聲學校 14.20 6

普女A13 彭以蕎 光明英來學校 14.15 7

普女A05 張加潣 光明英來學校 14.10 8

普女A03 張雯暢 元朗商會小學 14.05

普女A49 盛賞 宏信書院 14.00

普女A09 溫珈羲 光明英來學校 13.95

普女A48 麥樂兒 宏信書院 13.95

普女A06 石曉妍 光明英來學校 13.90

普女A38 湯子穎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90

普女A46 楊巧冰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85

普女A10 廖卓琳 光明英來學校 13.80

普女A35 鄧梓蓁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80

普女A47 陳君宜 宏信書院 13.75

普女A27 吳映誼 荃灣商會學校 13.70

普女A36 何晴知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70

普女A17 梁心絃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65

普女A14 朱巧曈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60

普女A20 陳凱庭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3.60

普女A42 程子瑩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60

普女A18 黃晞琳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55

普女A12 鄧展榮 光明英來學校 13.50

普女A23 黎心悅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3.50

普女A39 郭琋同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50

普女A50 吳樂淇 鐘聲學校 13.50

普女A66 布利文 聖公會靈愛小學 13.50

普女A08 何婧瑞 光明英來學校 13.40

普女A34 容子睿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40

普女A53 鄧諾桐 鐘聲學校 13.40

普女A62 麥卓嵐 青山天主教小學 13.40

普女A16 陳藹詩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30

普女A32 郭靖瞳 光明學校 13.30

普女A44 朱子皚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30

普女A56 王樂瑤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13.30

普女A40 劉凱莉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25

普女A22 林君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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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女A37 廖鎧渝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20

普女A64 李康琦 聖公會基恩小學 13.10

普女A07 黃玥蓁 光明英來學校 13.00

普女A19 苑文欣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00

普女A25 徐一寧 荃灣商會學校 13.00

普女A33 陳以諾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00

普女A45 康翹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00

普女A55 陳塏淇 Sha Tin Junior School 13.00

普女A28 黃海琳 荃灣商會學校 12.90

普女A15 朱靈雨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70

普女A21 林芊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2.60

普女A41 王安瑜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20

普女A54 鄧朗曦 RENAISANCE COLLEGE ( 啟新書院) 12.00

普女A63 何綽瑤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11.30

普女A02 黃熙宜 元朗商會小學 11.10

普女A29 衛美惠 荃灣商會學校 11.00

普女A43 方梓柔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1.00

普女A11 陳善喧 光明英來學校 10.90

普女A30 楊曉彤 光明學校 10.60

普女A24 羅希桐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0.50

普女A26 許珮筠 荃灣商會學校 10.20

普女A57 翟子詠 元朗真光小學 0.00

普女A58 李鎧堯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0.00

普女A59 江巧怡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0.00

普女A60 陳冰藍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0.00

普女A61 胡菲 佛教榮茵學校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