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s

Event Organized by Award Name of Winner

社際 4 X 100米接力(甲組) - 冠軍 綠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甲組) - 亞軍 黃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甲組) - 季軍 紅社

100米(甲組) - 冠軍 謝佩宜 5C

100米(甲組) - 亞軍 李洛菁 4B

100米(甲組) - 季軍 陶梓菁 6C

200米(甲組) - 冠軍 謝佩宜 5C

200米(甲組) - 亞軍 李洛菁 4B

200米(甲組) - 季軍 李敏儀 5A

400米(甲組) - 冠軍 李敏儀 5A

400米(甲組) - 亞軍 湯芷珊 5C

400米(甲組) - 季軍 葉綺婷 5C

800米(甲組) - 冠軍 黃映淘 5D

800米(甲組) - 亞軍 湯芷珊 5C

800米(甲組) - 季軍 楊程雅 5C

跳遠(甲組) - 冠軍 葉安琪 6D

跳遠(甲組) - 亞軍 陶梓菁 6C

跳遠(甲組) - 季軍 楊程雅 5C

跳高(甲組) - 冠軍 任倩桐 5C

跳高(甲組) - 亞軍 葉雅文 6D

跳高(甲組) - 季軍 李麗瑩 6C

推鉛球(甲組) - 冠軍 熊穎琳 5B

推鉛球(甲組) - 亞軍 彭若桐 6D 

推鉛球(甲組) - 季軍 賴欣怡 6B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乙組) - 冠軍 紅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乙組) - 亞軍 綠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乙組) - 季軍 藍社

100米(乙組) - 冠軍 吳嘉敏 3A

100米(乙組) - 亞軍 王嫣嫣 3C

100米(乙組) - 季軍 黃熙雯 3D

200米(乙組) - 冠軍 黃塏埕 4C

200米(乙組) - 亞軍 許詠茵 4A

200米(乙組) - 季軍 張瑞安 3D

400米(乙組) - 冠軍 吳嘉敏 3A

400米(乙組) - 亞軍 許詠茵 4A

400米(乙組) - 季軍 翁梓瀜 3D

800米(乙組) - 冠軍 翁梓瀜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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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米(乙組) - 亞軍 胡冬妮 3A

800米(乙組) - 季軍 楊依琳 3A

跳遠(乙組) - 冠軍 許詠茵 4A

跳遠(乙組) - 亞軍 李銘恩 2B

跳遠(乙組) - 季軍 梁蕊珊 3A

跳高(乙組) - 冠軍 周卓琦 4A

跳高(乙組) - 亞軍 吳宜芸 4A

跳高(乙組) - 季軍 黃塏埕 4C

推鉛球(乙組) - 冠軍 李綽曈 3A

推鉛球(乙組) - 亞軍 粱蕊珊 3A

推鉛球(乙組) - 季軍 黃嘉莉 4C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丙組) - 冠軍 綠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丙組) - 亞軍 紅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丙組) - 季軍 黃社

100米(丙組) - 冠軍 劉倩熒 1C

100米(丙組) - 亞軍 劉沛玲 2C

100米(丙組) - 季軍 江栢妤 1A

200米(丙組) - 冠軍 劉倩熒 1C

200米(丙組) - 亞軍 梁樂兒 2C

200米(丙組) - 季軍 嚴煒瑜 2D

400米(丙組) - 冠軍 鍾恩慈 2D

400米(丙組) - 亞軍 陳紀桐 2D

400米(丙組) - 季軍 徐琸霖 1A

800米(丙組) - 冠軍 王希桐 1D

800米(丙組) - 亞軍 陳紀桐 2D

800米(丙組) - 季軍 馮美詩 2C

跳遠(丙組) - 冠軍 劉沛玲 2C

跳遠(丙組) - 亞軍 歐陽詠心 2A

跳遠(丙組) - 季軍 劉倩熒 1C

跳高(丙組) - 冠軍 歐陽詠心 2A

跳高(丙組) - 亞軍 朱芷穎 2C

跳高(丙組) - 季軍 馮美詩 2C

推鉛球(丙組) - 冠軍 曾洛燃 1B

推鉛球(丙組) - 亞軍 孔琬寧 2B

推鉛球(丙組) - 季軍 黃穎詩 1C

1500米(公開組)- 冠軍 黃映淘 5D

1500米(公開組)- 亞軍 盧巧兒 5C

1500米(公開組)- 季軍 吳濠瑤 5C

擲鐵餅(公開組)- 冠軍 馬敏儀 5A



擲鐵餅(公開組)- 亞軍 彭若桐 6D

擲鐵餅(公開組)- 季軍 賴欣怡 6B

中一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1C

中一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1A

中一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1B

中二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2A

中二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2C

中二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2D

中三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3A

中三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3D

中三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3C

中四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4A

中四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4D

中四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4C

中五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5C

中五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5B

中五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5A

中六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6B

中六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6C

中六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