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小學女子丙組
團體

團體賽隊伍名稱 總分 名次

光明英來學校 81.85 1

光明學校 80.05 2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79.30 3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76.10 4

鍾聲學校 67.50 5

宏信書院 67.15 6



自由 體操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自由 體操
名次 Rank

(獎項)

女丙28 韋卓楠 宏信書院 14.30 1

女丙04 梁栩榳 光明英來學校 14.25 2

女丙32 陳伊晨 光明學校 14.20 3

女丙02 陳祉諭 光明英來學校 14.15 4

女丙24 張善兒 光明學校 14.10 5

女丙16 李曉嵐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4.00 6

女丙01 李蔚霖 光明英來學校 13.90 7

女丙17 劉天藍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70 8

女丙03 潘希頤 光明英來學校 13.65

女丙09 王皓心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65

女丙29 張伊晴 宏信書院 13.60

女丙08 梁焯喬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3.55

女丙22 吳美慧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50

女丙20 何政敏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30

女丙05 朱瀀媞 光明英來學校 13.10

女丙26 張芷蕎 光明學校 13.00

女丙31 麥凱程 八鄉中心小學 12.90

女丙19 李梓莜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80

女丙30 李鍶詠 宏信書院 12.75

女丙10 梁彥祈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70

女丙18
Cheung

Vernice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70

女丙15 呂文熙 鍾聲學校 12.60

女丙27 文雅妍 光明學校 12.50

女丙06 方梓羽 光明英來學校 12.20

女丙21 莊銳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20

女丙07 陳靖彤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00

女丙14 馮倬敏 鍾聲學校 12.00

女丙23 劉萱兒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1.90

女丙11 陳芍同 鍾聲學校 11.30

女丙25 田籽媱 光明學校 11.10

女丙13 曾芷瑩 鍾聲學校 10.40

女丙12 何沛頤 鍾聲學校 10.30

組別：小學女子丙組



跳箱

編 號 姓 名 團體賽隊伍名稱 跳箱
名次 Rank (獎

項)

女丙24 張善兒 光明學校 14.00 1

女丙28 韋卓楠 宏信書院 13.60 2

女丙02 陳祉諭 光明英來學校 13.50 3

女丙16 李曉嵐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3.40 4

女丙05 朱瀀媞 光明英來學校 13.20 5

女丙32 陳伊晨 光明學校 12.95 6

女丙14 馮倬敏 鍾聲學校 12.90 7

女丙03 潘希頤 光明英來學校 12.85 8

女丙17 劉天藍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80

女丙15 呂文熙 鍾聲學校 12.60

女丙08 梁焯喬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40

女丙20 何政敏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2.10

女丙09 王皓心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2.00

女丙10 梁彥祈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11.80

女丙25 田籽媱 光明學校 11.80

女丙18
Cheung

Vernice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11.40

女丙04 梁栩榳 光明英來學校 6.50

女丙29 張伊晴 宏信書院 6.50

女丙31 麥凱程 八鄉中心小學 6.50

女丙22 吳美慧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6.40

女丙26 張芷蕎 光明學校 6.40

女丙30 李鍶詠 宏信書院 6.40

女丙23 劉萱兒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6.30

女丙27 文雅妍 光明學校 6.30

女丙06 方梓羽 光明英來學校 6.20

女丙19 李梓莜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6.20

女丙07 陳靖彤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6.10

女丙13 曾芷瑩 鍾聲學校 6.10

女丙21 莊銳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6.10

女丙11 陳芍同 鍾聲學校 6.00

女丙12 何沛頤 鍾聲學校 5.80

女丙01 李蔚霖 光明英來學校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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