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普及女子體操 - B組 (3 - 6年級)

團體

團體賽隊伍名稱 總分 名次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82.80 1

鐘聲學校 81.80 2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80.35 3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79.50 4

光明學校 79.10 5

光明英來學校 78.20 6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77.10 7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76.20 8



跳 箱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跳 箱 名次

普女B27 鍾寀玲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3.70 1

普女B34 鄧卓琳 鐘聲學校 13.65 2

普女B01 陳芷茵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60 3

普女B33 劉允樂 鐘聲學校 13.55 4

普女B02 曾詩穎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50 5

普女B84 麥焯堯 青山天主教小學 13.50 5

普女B26 吳思穎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3.45 7

普女B94 林蕊 播道書院 13.45 7

普女B04 莊昕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40

普女B31 曾紀瑤 鐘聲學校 13.40

普女B87 周芷芮 香港潮陽小學 13.40

普女B92 尹愷昕 激活英文小學 13.40

普女B88 蘇渼棋 香港潮陽小學 13.35

普女B32 陳樂維 鐘聲學校 13.30

普女B61 王綽琳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30

普女B03 樊栩彤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20

普女B06 邱紫慧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20

普女B60 宋欣穎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20

普女B73 王希晴 光明學校 13.20

普女B83 吳敖儀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13.10

普女B86 蔡倩昕 南元朗官立小學 13.10

普女B05 張斯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00

普女B19 馮靖潼 光明英來學校 13.00

普女B23 李穎潼 光明英來學校 13.00

普女B28 李靖彤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3.00

普女B71 劉映彤 光明學校 13.00

普女B91 林穎 播道書院 13.00

普女B09 陳荻昕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90

普女B12 鄺希汶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90

普女B20 趙伊晴 光明英來學校 12.90

普女B35 許迦嵐 鐘聲學校 12.90

普女B37 吳芷晴 鐘聲學校 12.90

普女B18 楊正霖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80

普女B36 楊浠榆 鐘聲學校 12.80

普女B74 楊海彤 光明學校 12.80

普女B10 利可晴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70

普女B14 陳凱澄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70

普女B29 鍾潔瑩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2.70

普女B30 張芷桐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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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女B62 汪曉琳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70

普女B16 黃琛瑤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60

普女B25 蘇因欷 光明英來學校 12.60

普女B68 彭樂知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60

普女B08 簡希彤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50

普女B13 周汶諾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50

普女B17 陳美伊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50

普女B22 鄭泳之 光明英來學校 12.50

普女B39 陳美縈 鐘聲學校 12.50

普女B42 古芯旖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2.50

普女B64 吳梓嫣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50

普女B65 吳美嘉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50

普女B75 郭詠殷 光明學校 12.50

普女B78 張靖 光明學校 12.50

普女B79 黃芷蓁 光明學校 12.50

普女B15 陳懿琛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40

普女B45 曾伯僖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2.40

普女B54 李雨桐 元朗商會小學 12.40

普女B66 張芷晴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40

普女B67 曾凱晴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40

普女B69 陳穎霖 光明學校 12.40

普女B07 楊迪瑩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30

普女B43 林羨潼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2.30

普女B53 蘇樂遙 元朗商會小學 12.30

普女B77 陳蒨桐 光明學校 12.30

普女B11 梁鍵沂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20

普女B41 官子琳 鐘聲學校 12.20

普女B44 陳采僑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2.20

普女B46 徐煒晴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2.20

普女B51 陳希彤 元朗商會小學 12.20

普女B58 陳藝熙 荃灣商會學校 12.20

普女B89 何綽思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12.20

普女B49 蔡芷昕 元朗商會小學 12.10

普女B59 莊羽嫣 荃灣商會學校 12.10

普女B55 劉語嫣 荃灣商會學校 12.00

普女B57 戴綺文 荃灣商會學校 12.00

普女B72 陶卓盈 光明學校 12.00

普女B24 謝琦慧 光明英來學校 11.90

普女B40  李思澄 鐘聲學校 11.90

普女B21 黃幸怡 光明英來學校 11.80

普女B48 黃愛汶 元朗商會小學 11.80

普女B85 馬心沂 保良局志豪小學 11.80

普女B70 張楚凝 光明學校 11.70

普女B38 郭芍彤 鐘聲學校 11.50

普女B47 黃婉菲 元朗商會小學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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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女B50 麥藝源 元朗商會小學 11.30

普女B52 鄧詩穎 元朗商會小學 11.30

普女B56 冼澤美 荃灣商會學校 11.10

普女B63 陳滿滿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0.00

普女B76 陶卓盈 光明學校 0.00

普女B80 李妍彤 宏信書院 0.00

普女B81 陳君宜 宏信書院 0.00

普女B82 周永晴 佛教陳榮根紀念,中學 0.00

普女B90 何宇程 聖公會蒙恩小學 0.00

普女B93 宋曉晴 0 0.00



自由 體操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自由 體操 名次

普女B62 汪曉琳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4.80 1

普女B60 宋欣穎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4.50 2

普女B67 曾凱晴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4.40 3

普女B86 蔡倩昕 南元朗官立小學 14.35 4

普女B64 吳梓嫣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4.30 5

普女B87 周芷芮 香港潮陽小學 14.25 6

普女B61 王綽琳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4.20 7

普女B33 劉允樂 鐘聲學校 14.10 8

普女B68 彭樂知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4.05

普女B27 鍾寀玲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4.00

普女B73 王希晴 光明學校 14.00

普女B88 蘇渼棋 香港潮陽小學 14.00

普女B94 林蕊 播道書院 14.00

普女B46 徐煒晴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3.90

普女B83 吳敖儀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13.90

普女B85 馬心沂 保良局志豪小學 13.80

普女B32 陳樂維 鐘聲學校 13.70

普女B84 麥焯堯 青山天主教小學 13.60

普女B92 尹愷昕 激活英文小學 13.60

普女B23 李穎潼 光明英來學校 13.40

普女B34 鄧卓琳 鐘聲學校 13.40

普女B66 張芷晴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40

普女B69 陳穎霖 光明學校 13.40

普女B91 林穎 播道書院 13.40

普女B15 陳懿琛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30

普女B30 張芷桐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3.30

普女B01 陳芷茵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3.20

普女B21 黃幸怡 光明英來學校 13.20

普女B31 曾紀瑤 鐘聲學校 13.20

普女B42 古芯旖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3.20

普女B53 蘇樂遙 元朗商會小學 13.10

普女B71 劉映彤 光明學校 13.10

普女B35 許迦嵐 鐘聲學校 13.00

普女B74 楊海彤 光明學校 13.00

普女B03 樊栩彤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90

普女B04 莊昕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90

普女B16 黃琛瑤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90

普女B26 吳思穎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2.90

普女B38 郭芍彤 鐘聲學校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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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女B77 陳蒨桐 光明學校 12.90

普女B17 陳美伊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80

普女B78 張靖 光明學校 12.80

普女B02 曾詩穎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70

普女B20 趙伊晴 光明英來學校 12.70

普女B22 鄭泳之 光明英來學校 12.70

普女B28 李靖彤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2.70

普女B39 陳美縈 鐘聲學校 12.70

普女B49 蔡芷昕 元朗商會小學 12.70

普女B51 陳希彤 元朗商會小學 12.70

普女B05 張斯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60

普女B06 邱紫慧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60

普女B18 楊正霖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60

普女B19 馮靖潼 光明英來學校 12.60

普女B36 楊浠榆 鐘聲學校 12.60

普女B57 戴綺文 荃灣商會學校 12.60

普女B72 陶卓盈 光明學校 12.60

普女B89 何綽思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12.60

普女B10 利可晴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50

普女B24 謝琦慧 光明英來學校 12.50

普女B12 鄺希汶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40

普女B25 蘇因欷 光明英來學校 12.40

普女B41 官子琳 鐘聲學校 12.40

普女B47 黃婉菲 元朗商會小學 12.40

普女B54 李雨桐 元朗商會小學 12.40

普女B65 吳美嘉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40

普女B70 張楚凝 光明學校 12.30

普女B40  李思澄 鐘聲學校 12.20

普女B58 陳藝熙 荃灣商會學校 12.20

普女B79 黃芷蓁 光明學校 12.20

普女B09 陳荻昕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2.10

普女B29 鍾潔瑩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2.10

普女B14 陳凱澄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00

普女B48 黃愛汶 元朗商會小學 12.00

普女B44 陳采僑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1.90

普女B52 鄧詩穎 元朗商會小學 11.90

普女B55 劉語嫣 荃灣商會學校 11.90

普女B07 楊迪瑩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1.80

普女B50 麥藝源 元朗商會小學 11.80

普女B45 曾伯僖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1.70

普女B11 梁鍵沂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1.60

普女B43 林羨潼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1.60

普女B13 周汶諾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1.50

普女B56 冼澤美 荃灣商會學校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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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女B37 吳芷晴 鐘聲學校 11.40

普女B75 郭詠殷 光明學校 11.40

普女B08 簡希彤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11.20

普女B59 莊羽嫣 荃灣商會學校 11.00

普女B63 陳滿滿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0.00

普女B76 陶卓盈 光明學校 0.00

普女B80 李妍彤 宏信書院 0.00

普女B81 陳君宜 宏信書院 0.00

普女B82 周永晴 佛教陳榮根紀念,中學 0.00

普女B90 何宇程 聖公會蒙恩小學 0.00

普女B93 宋曉晴 0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