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獎項6D 甘兆正 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球賽 男子團體 殿軍6D 黃卓軒 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球賽 男子團體 殿軍6E 温樂天 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球賽 男子團體 殿軍6F 葛善輝 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球賽 男子團體 殿軍6F 鄭俊諺 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球賽 男子團體 殿軍5A 萬德森 「無毒人人愛」籃球賽 男子組 冠軍5E 馬國軍 「無毒人人愛」籃球賽 男子組 冠軍6A 涂耀仁 「無毒人人愛」籃球賽 男子組 冠軍6B 楊耀宗 「無毒人人愛」籃球賽 男子組 冠軍6D 甘兆正 「無毒人人愛」籃球賽 男子組 冠軍6D 石浩天 「無毒人人愛」籃球賽 男子組 冠軍6F 林晉 「無毒人人愛」籃球賽 男子組 冠軍6F 姚淦明 「無毒人人愛」籃球賽 男子組 冠軍6A 姜諾霖 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6A 涂耀仁 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6B 黎卓然 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6D 梁佩兒 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6D 廖嘉杰 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6E 朱嘉慧 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6E 馬思穎 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6E 温樂天 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6F 林詠恩 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6F 林晉 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2A 陳俊熙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團體 總冠軍2A 陳俊熙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 4x100米接力 冠軍3D 黃曉彤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丙100米 季軍4A 鄒澤楷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團體 總冠軍4A 鄒澤楷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 4x100米接力 冠軍4D 劉梓浩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團體 總冠軍4D 劉梓浩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 4x100米接力 冠軍4D 余國成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團體 總冠軍4D 余國成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 4x100米接力 冠軍4D 余國成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 100-季 季軍



4E 梁嘉威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團體 總冠軍4E 梁嘉威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 4x100米接力 冠軍4E 翁添喜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團體 總冠軍4E 曾國興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團體 總冠軍4E 曾國興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 4x100米接力 冠軍4E 曾國興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丙 60米 冠軍4E 鄺家愉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丙60米 冠軍4E 蕭娉婷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丙跳遠 季軍5A 黃梓煥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團體 總冠軍5A 黃梓煥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冠軍5A 黃梓煥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 100米 亞軍5A 馬嘉鴻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團體 總冠軍5A 馬嘉鴻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跳遠 冠軍5A 廖詩薇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5B 呂溢濠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團體 總冠軍5B 呂溢濠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木球 亞軍5B 劉俊文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團體 總冠軍5B 劉俊文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冠軍5B 孫逸華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團體 總冠軍5B 孫逸華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冠軍5B 楊偉玲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團體 總冠軍5B 楊偉玲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 4x100米接力 冠軍5C 劉啟恒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團體 總冠軍5C 劉啟恒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 4x100米接力 冠軍5C 劉啟恒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 200米 冠軍5C 高芷欣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團體 總冠軍5C 高芷欣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 4x100米接力 冠軍5C 謝澄昕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團體 總冠軍5C 謝澄昕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4x100米接力 冠軍5C 謝澄昕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 60米 冠軍5D 潘澤霖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團體 總冠軍5D 潘澤霖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 4x100米接力 冠軍5D 潘澤霖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跳高 亞軍5D 江凱琳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團體 總冠軍5D 劉珈希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團體 總冠軍



5D 劉珈希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 跳高 冠軍5E 何裕禧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團體 總冠軍5E 何裕禧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乙 4x100米接力 冠軍5E 陳芷欣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團體 總冠軍5E 陳芷欣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 4x100米接力 冠軍5E 白海藍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團體 總冠軍5E 白海藍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 4x100米接力 冠軍5E 白海藍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100米 亞軍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團體 總冠軍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4x100米接力 冠軍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乙 200米 冠軍6A 涂耀仁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 4X100米接力 冠軍6A 涂耀仁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100米 亞軍6A 姜諾霖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6B 黎卓然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 4X100米接力 冠軍6D 廖嘉杰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 4X100米接力 冠軍6D 廖嘉杰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 200米 亞軍6D 梁佩兒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6D 梁佩兒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甲60米 冠軍6E 温樂天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 4X100米接力 冠軍6E 朱嘉慧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6E 馬思穎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6F 葛善輝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 4X100米接力 冠軍6F 林晉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 4X100米接力 冠軍6F 林晉 小學聯校運動會 男甲 60米 殿軍6F 林詠恩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6F 何汶僖 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甲壘球 冠軍3D 黃曉彤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團體 亞軍3D 黃曉彤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 4x100米接力 季軍3D 劉潤芳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團體 亞軍3D 劉潤芳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 4x100米接力 季軍4A 黃芷欣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團體 亞軍4A 黃芷欣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 4x100米接力 季軍4C 陳君尤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團體 亞軍4C 陳君尤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 4x100米接力 季軍



4E 陸妍冰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團體 亞軍4E 陸妍冰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4x100米接力 季軍4E 鄺家愉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團體 亞軍4E 鄺家愉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 4x100米接力 季軍4E 鄺家愉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 60米 亞軍4E 鄺家愉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 100米 亞軍4E 鄺家愉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丙  跳遠 冠軍5A 廖詩薇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5A 廖詩薇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5A 黃梓煥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殿軍5B 楊偉玲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B 楊偉玲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4x100米接力 季軍5B 劉俊文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殿軍5B 孫逸華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殿軍5C 高芷欣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C 高芷欣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 4x100米接力 季軍5C 謝澄昕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C 謝澄昕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4x100米接力 季軍5C 謝澄昕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60米 殿軍5C 劉啟恒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殿軍5D 江凱琳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D 劉珈希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D 劉珈希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 跳高 冠軍5D 潘澤霖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殿軍5D 潘澤霖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男乙跳高 殿軍5E 陳芷欣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E 陳芷欣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 4x100米接力 季軍5E 鄭嘉穎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E 鄭嘉穎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4x100米接力  季軍5E 鄭嘉穎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 200米 亞軍5E 白海藍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E 白海藍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 4x100米接力 季軍5E 白海藍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乙 200米 殿軍5E 何裕禧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男乙4x100米接力 殿軍6A 姜諾霖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



6A 姜諾霖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6A 姜諾霖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 跳遠 亞軍6B 許樂瑤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6D 梁佩兒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6D 梁佩兒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 4x100米接力 季軍6D 梁佩兒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60米 季軍6D 梁佩兒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 200米 冠軍6D 廖嘉杰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男甲200米 季軍6E 朱嘉慧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6E 朱嘉慧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 4x100米接力 季軍6E 馬思穎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6E 馬思穎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6F 何汶僖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6F 譚陌琦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6F 林詠恩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團體 亞軍6F 林詠恩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女甲4x100米接力 季軍5B 楊偉玲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5C 高芷欣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5C 譚芷晞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5D 劉珈希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6A 梁穎桉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6A 吳倬慧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6F 江明紅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5A 魏普生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5B 劉俊文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5B 戴佳城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5B 楊偉玲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5B 楊偉玲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最佳守門員5C 鄭丞軒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5C 張樂陶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5C 高芷欣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5C 譚芷晞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5D 潘澤霖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5D 潘澤霖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最佳神射手5D 劉珈希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



5D 劉珈希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最佳神射手6A 伍凱健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6A 梁穎桉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6A 吳倬慧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6B 洪浚泓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6B 李曜菖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6D 葉昊倫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6D 廖嘉杰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6D 黃俊仁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6D 楊啟宏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6E 黎展滔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6F 江明紅 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5E 鄭嘉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小學組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F 葛善輝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冠軍6E 張志華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冠軍6B 黎卓然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冠軍6B 毛煒恒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冠軍6A 石煒綸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冠軍5C 吳嘉樂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4x50米接力 冠軍5A 馬衍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4x50米接力 冠軍5E 馬國軍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4x50米接力 冠軍2C 江嘉維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4x50米接力 冠軍2D 陳煥研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4x50米接力 冠軍3D 李鏗賢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4x50米接力 冠軍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4x50米接力 冠軍5E 陳芷欣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4x50米接力 冠軍5B 高佩楠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4x50米接力 冠軍4D 林凱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4x50米接力 冠軍3D 陸映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4x50米接力 冠軍4E 梁嘉齊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4x50米接力 冠軍4C 蔡霆威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4x50米接力 冠軍4D 林卓麟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4x50米接力 冠軍4E 馮冠迪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4x50米接力 冠軍4E 梁嘉威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4x50米接力 冠軍4E 梁鈞皓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4x50米接力 冠軍



4A 黎卓軒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4x50米接力 冠軍4E 陸妍冰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4x50米接力 冠軍4B 黃詩珮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4x50米接力 冠軍4D 文葆明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4x50米接力 冠軍3C 李彩樺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4x50米接力 冠軍4E 劉婉兒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4x50米接力 冠軍6D 黃泳詩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接力 季軍6A 鄭思晴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接力 季軍6E 吳嘉瑜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接力 季軍6E 蘇頴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接力 季軍6F 林詠恩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接力 季軍6F 葛善輝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50米自由泳 冠軍6A 石煒綸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50米背泳 冠軍5C 吳嘉樂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50米自由泳 冠軍5C 吳嘉樂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50米背泳    冠軍5A 馬衍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50米蝶泳    冠軍5E 馬國軍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100米蛙泳   冠軍4E 梁鈞皓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50米自由泳 冠軍4E 梁鈞皓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50米背泳   破紀錄獎4E 梁鈞皓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50米背泳   冠軍3D 陸映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100米自由泳    冠軍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蝶泳  破紀錄獎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蝶泳  冠軍4E 陸妍冰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50米蛙泳  破紀錄獎4E 陸妍冰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50米蛙泳  冠軍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背泳 冠軍6A 石煒綸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100米自由泳  亞軍6D 黃泳詩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甲50米蝶泳    亞軍3D 陸映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自由泳 亞軍4E 梁嘉齊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100米自由泳 亞軍5E  陳芷欣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蛙泳  亞軍5B  高佩楠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100米蛙泳 亞軍5E  陳芷欣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蝶泳   亞軍4E 陸妍冰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50米背泳    亞軍6F 鄧伽豪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50米蝶泳    季軍



2E 黃朗希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50米蝶泳  季軍5A 馬衍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50米蛙泳   季軍3D 李鏗賢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100米蛙泳 季軍4E 馮冠迪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50米自由泳 季軍6A 涂耀仁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6F 鄧伽豪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6B 毛煒恒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6E 何冠諒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6E 張志華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6F 葛善輝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6B 黎卓然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6E 柯旭昇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6A 石煒綸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總冠軍4C 蔡霆威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團體 總冠軍4D 林卓麟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團體 總冠軍4E 馮冠迪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團體 總冠軍4E 梁嘉威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團體 總冠軍4E 梁鈞皓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團體 總冠軍4A 黎卓軒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丙團體 總冠軍5C 吳嘉樂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團體 總冠軍5A 馬衍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團體 總冠軍5E 馬國軍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團體 總冠軍2C 江嘉維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團體 總冠軍2D 陳煥研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團體 總冠軍3D 李鏗賢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團體 總冠軍2E 黃朗希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乙團體 總冠軍4E 陸妍冰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團體 總冠軍4B 黃詩珮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團體 總冠軍4D 文葆明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團體 總冠軍3C 李彩樺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團體 總冠軍4E 梁嘉齊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丙團體 總冠軍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團體 總冠軍5E 陳芷欣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團體 總冠軍5B 高佩楠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團體 總冠軍4D 林凱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團體 總冠軍



3D 陸映彤 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女乙團體 總冠軍5E 鄭嘉穎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水運會 女乙團體 季軍5E 鄭嘉穎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水運會 女乙4X50米接力 季軍4E 梁鈞皓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水運會 男丙4X50米接力 季軍4E 梁鈞皓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水運會 男丙團體 亞軍4E 陸妍冰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水運會 女丙4X50米接力 季軍4E 陸妍冰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水運會 女丙團體 季軍6F 葛善輝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殿軍6F 蕭振灝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殿軍6E 張志華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殿軍6B 黎卓然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殿軍6B 毛煒恒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殿軍6A 石煒綸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接力 殿軍5E 鄭嘉穎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自由泳 冠軍5E 鄭嘉穎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背泳 冠軍4E 陸妍冰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50米蛙泳 冠軍4E 梁鈞皓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丙50米自由泳 亞軍4E 梁鈞皓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丙50米背泳 季軍6A 石煒綸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50米背泳  殿軍6F 葛善輝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50米蛙泳 殿軍5E 鄭嘉穎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乙個人全場 總冠軍4E 梁鈞皓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丙個人全場 總冠軍4E 陸妍冰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個人全場 殿軍6F 鄧伽豪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殿軍6B 毛煒恒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殿軍6E 張志華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殿軍6F 葛善輝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殿軍6B 黎卓然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殿軍6E 柯旭昇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殿軍6F 蕭振灝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殿軍6A 石煒綸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團體 殿軍5A 馬嘉鴻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6A 涂耀仁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6B 楊耀宗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6F 林晉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



5A 萬德森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5B 戴佳城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5E 馬國軍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6A 蔡錦煌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6D 甘兆正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6D 石浩天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6F 張子俊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6F 姚淦明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5B 呂溢濠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B 李曜菖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5D 林家豪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F 林晉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A 涂耀仁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E 張俊鴻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C 陳滉鎧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4A 陳耀燐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B 楊耀宗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D 廖嘉杰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A 蔡錦煌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C 鄭子博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 季軍6A 鄭思晴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A 姜諾霖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A 吳倬慧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A 王茵琳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B 劉詠恩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B 李婉儀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D 黎錦瑩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D 梁佩兒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D 練海琪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6F 盧雪盈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5C 高芷欣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5D 莊明慧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女子組 亞軍5E 高博淵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男乙團體 季軍5B 呂溢濠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男乙團體 季軍4B 楊銘軒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男乙團體 季軍



6D 廖嘉杰 飛達新星田徑賽 男00年 200米 冠軍6D 廖嘉杰 飛達新星田徑賽 男00年 100米 殿軍2C 梁映雪 飛達新星田徑賽 女05年 60米 殿軍5B 劉俊文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5D 潘澤霖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6D 廖嘉杰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6E 黎展滔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6D 楊啟宏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4E 曾國興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6B 李曜菖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6B 洪浚泓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5A 魏普生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6A 伍凱健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6B 楊耀宗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5B 戴佳城 匯知盃小學校際足球賽 男子組 亞軍4E 鄺家愉 香島中學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女子團體 季軍4E 劉文清 香島中學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女子團體 季軍5B 周楚欣 香島中學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女子團體 季軍5D 何婉文 香島中學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女子團體 季軍3A 方靖傑 小型網球分區校際賽 男子9歲或以下組 冠軍3A 方靖傑 全港小型網球校際周年錦標賽 男子9歲或以下組 亞軍3A 方靖傑 全港小型網球校際周年錦標賽 男子9歲或以下組 傑出男球員獎4E 鄺家愉 小學聯校課外活動獎 體育 最佳田徑運動員獎5E 鄭嘉穎 小學聯校課外活動獎 體育 最佳游泳運動員獎1D 吳希諾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基本功 金獎1D 吳希諾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銀獎1D 王筱婷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基本功 金獎1D 王筱婷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銅獎1D 劉進豪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銅獎1D 蘇暐凱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銅獎4D 黎俊賢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銅獎4E 曾雪瑤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銅獎5C 譚芷晞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銀獎5D 梁思恩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搏擊 金獎5D 梁思恩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銀獎



6B 洪梓滔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銀獎6E 張宇軒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搏擊 金獎6E 張宇軒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銀獎6F 李文詠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銀獎6F 姚淦明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銀獎6F 何啟暉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金獎6F 何汶僖 「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套拳 金獎3D 王嘉怡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4B 張綽彤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4B 黃詩珮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4C 雷雅婷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4D 周曉瑜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4D 趙嘉儀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4E 陸妍冰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5A 袁芷惠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5B 周楚欣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5B 林錦萍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5E 彭婉兒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A 鄭紫瑩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A 梁穎桉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B 葉凱凝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E 曹燁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E 周映彤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E 朱嘉慧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F 林詠恩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F 李文詠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F 盧雪盈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6F 余文喬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 小學年級組（群舞） 良好獎2E 林靖童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牛仔 良好獎2E 林靖童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良好獎2E 李燊奇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牛仔 良好獎2E 李燊奇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良好獎4B 黃詩珮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優良獎4B 黃詩珮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牛仔 良好獎4B 黃詩珮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華爾茲 良好獎



4E 陸妍冰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優良獎4E 陸妍冰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牛仔 良好獎4E 陸妍冰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華爾茲 良好獎4E 蕭娉婷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牛仔 優良獎4E 蕭娉婷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良好獎5A 謝雪芯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優良獎5A 謝雪芯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牛仔 良好獎5A 謝雪芯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華爾茲 良好獎5B 周楚欣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優良獎5B 周楚欣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牛仔 良好獎5B 周楚欣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華爾茲 良好獎5B 高佩楠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牛仔 優良獎5B 高佩楠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良好獎5B 高佩楠 第8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女子組  10歲或以上  華爾茲 三等獎5C 江澤菁 第8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女子組  10歲或以上  華爾茲 三等獎5B 周楚欣 第8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女子組  10歲或以上  查查查 三等獎5D 謝曉彤 第8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女子組  10歲或以上  查查查 三等獎5B 高佩楠 第8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女子組  10歲或以上  查查查 三等獎5C 江澤菁 第8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女子組  10歲或以上  查查查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