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7年3月5日（星期日）
時間：09:30 - 13:00
地點：香港日本人學校（大埔校）

估計時間 場次 場區 地區 學校 出生年份 組別 性別 參賽編號 學生姓名 項目

1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39 葉俊傑 單車步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2 麥誌軒 單車步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4 羅志豪 單車步

4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457 LAI Syun 單車步

5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10 張柏禧 單車步

6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09 張家瑋 單車步

7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5 鄺俊軒 單車步

8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83 黃楚渝 單車步

9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445 梁卓朗 單車步

1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7 高級 男 TP103 蔡劻祐 單車步

2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208 黎浩佳 單車步

3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230 梁明恩 單車步

4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281 劉百德 單車步

5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08 馬偉文 單車步

6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男 TP456 LAI Ko 單車步

7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101 魏子坤 單車步

8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05 關宇軒 單車步

9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26 司徒彥希 單車步

1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50 徐子銘 單車步

2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78 劉駿傑 單車步

3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0 梁栢喬 單車步

4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男 TP098 簡兆鍵 單車步

5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188 羅梓茛 單車步

6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225 林銳泓 單車步

7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9 初級 男 TP246 吳梓蕎 單車步

8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277 陳澤鍇 單車步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男 TP245 黎相承 單車步

1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男 TP438 黃澍莛 單車步

2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186 黃麗瑩 單車步

3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44 朱寶恩 單車步

4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4 劉穎詩 單車步

5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99 李嘉雯 單車步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4 李心怡 單車步

7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79 廖麗瑤 單車步

8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21 王凱晴 單車步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69 林瑤 單車步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5 劉芷忻 單車步

2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7 高級 女 TP126 張文秀 單車步

3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174 陳美君 單車步

4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16 鄧泳茹 單車步

5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43 黃靖媛 單車步

6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94 高霏 單車步

7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449 鄭梓晴 單車步

8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9 OTAKE Mizuki 單車步

9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122 黃敏儀 單車步

1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70 鄭鎧澄 單車步

2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13 鄭欣婷 單車步

3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63 周星榆 單車步

4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88 洪嘉儀 單車步

5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446 梁苡澄 單車步

6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女 TP461 LEUNG Athene 單車步

7
8
9
1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2 高穎珊 單車步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257 趙子晴 單車步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287 鄧安琪 單車步

4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女 TP240 黃靖淋 單車步

5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女 TP458 LAI Emma 單車步

6
7
8
9
1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4 黃星朗 後單車步

2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5 林子凡 後單車步

3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5 鄒偉霖 後單車步

4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191 王志寬 後單車步

5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11 黎柏軒 後單車步

6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251 陳一然 後單車步

7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82 黃道明 後單車步

8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06 李家兆 後單車步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8 陳栢熙 後單車步

1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3 陳俊燿 後單車步

2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187 張柏浩 後單車步

3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439 馬諾言 後單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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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5 呂雪昕 後單車步

5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00 郭曉悅 後單車步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5 李子怡 後單車步

7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02 卓慧妍 後單車步

8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72 黃吉鈺 後單車步

9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6 余浩霖 後單車步

1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17 吳安琪 後單車步

2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449 鄭梓晴 後單車步

3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8 OKADA Aiki 後單車步

4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121 吳優 後單車步

5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72 何莉嘉 後單車步

6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62 彭詩茵 後單車步

7
8
9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91 王舒曼 後單車步

2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448 徐霜瑩 後單車步

3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女 TP464 KITAMURA Suzuha 後單車步

4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3 詹子暄 後單車步

5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195 蔡子淇 後單車步

6
7
8
9
1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193 李兆晉 二重跳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3 袁正佑 二重跳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6 羅德斌 二重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2 姚錦 二重跳

5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457 LAI Syun 二重跳

6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09 吳浩然 二重跳

7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166 嚴浩軒 二重跳

8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192 丁翔宇 二重跳

9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11 黎柏軒 二重跳

1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2 林嘉榕 二重跳

2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82 黃道明 二重跳

3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311 陳晉宏 二重跳

4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7 高級 男 TP103 蔡劻祐 二重跳

5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281 劉百德 二重跳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10 施俊銘 二重跳

7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男 TP456 LAI Ko 二重跳

8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26 司徒彥希 二重跳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7 麥朗軒 二重跳

1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男 TP454 AKIYAMA Haruki 二重跳

2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男 TP098 簡兆鍵 二重跳

3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304 張嘉朗 二重跳

4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44 朱寶恩 二重跳

5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3 林寶瑩 二重跳

6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01 陳詩琪 二重跳

7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6 盧倩怡 二重跳

8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32 鄧婧瑤 二重跳

9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80 吳玉曦 二重跳

1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69 林瑤 二重跳

2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451 黃靖晴 二重跳

3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174 陳美君 二重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320 何穎恪 二重跳

5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5 KAWANO Aoi 二重跳

6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70 鄭鎧澄 二重跳

7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93 池晞瑜 二重跳

8
9
1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194 郭俊 交叉開跳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5 陳浚朗 交叉開跳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5 林子凡 交叉開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3 袁嘉傑 交叉開跳

5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08 江智康 交叉開跳

6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12 姚泳沖 交叉開跳

7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4 張恆僖 交叉開跳

8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445 梁卓朗 交叉開跳

9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7 高級 男 TP105 何卓陽 交叉開跳

1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165 吳然禧 交叉開跳

2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208 黎浩佳 交叉開跳

3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228 馬啟浩 交叉開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08 馬偉文 交叉開跳

5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444 葉俊軒 交叉開跳

6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101 魏子坤 交叉開跳

7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07 鄧家邦 交叉開跳

8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27 許逸帆 交叉開跳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50 徐子銘 交叉開跳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79 張銘軒 交叉開跳

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305 周梓豪 交叉開跳

3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2 盧政謙 交叉開跳

4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男 TP099 曹沁樂 交叉開跳

5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225 林銳泓 交叉開跳

6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9 初級 男 TP246 吳梓蕎 交叉開跳

7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277 陳澤鍇 交叉開跳

8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男 TP245 黎相承 交叉開跳

9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男 TP303 施泓希 交叉開跳

1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男 TP438 黃澍莛 交叉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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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04 張巧兒 交叉開跳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02 李鈺怡 交叉開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7 郭馨蓮 交叉開跳

5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453 鄭祉萱 交叉開跳

6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28 陳艾雯 交叉開跳

7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82 梁綽之 交叉開跳

8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01 黃紫蕾 交叉開跳

9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23 鄧潔玲 交叉開跳

1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67 李樂兒 交叉開跳

2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8 伍木清 交叉開跳

3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322 張雨晴 交叉開跳

4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7 高級 女 TP127 彭詠賢 交叉開跳

5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177 黃雅慧 交叉開跳

6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18 方蔚沁 交叉開跳

7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41 徐施穎 交叉開跳

8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7 高級 女 TP266 陳錦瀅 交叉開跳

9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321 曾鈺玲 交叉開跳

1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450 何斯維 交叉開跳

2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70 TAN Yun Pei 交叉開跳

3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124 薛可兒 交叉開跳

4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67 韓沚桃 交叉開跳

5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98 宋丹妮 交叉開跳

6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15 張雍程 交叉開跳

7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64 黎一脈 交叉開跳

8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92 莊嘉敏 交叉開跳

9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318 蔡凱瑤 交叉開跳

1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447 翁靜恩 交叉開跳

2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女 TP462 MIYOSHI Mizuki 交叉開跳

3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5 高穎欣 交叉開跳

4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196 馬欣萳 交叉開跳

5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257 趙子晴 交叉開跳

6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287 鄧安琪 交叉開跳

7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316 劉宇婷 交叉開跳

8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9 初級 女 TP459 WANG Lois 交叉開跳

9
1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4 黃星朗 後交叉開跳

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4 丘文杰 後交叉開跳

3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09 吳浩然 後交叉開跳

4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8 楊睿 後交叉開跳

5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251 陳一然 後交叉開跳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07 鄧雋瀚 後交叉開跳

7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9 陳君俠 後交叉開跳

8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80 吳凱權 後交叉開跳

9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439 馬諾言 後交叉開跳

1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134 林倩欣 後交叉開跳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4 劉穎詩 後交叉開跳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00 郭曉悅 後交叉開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3 羅穎彤 後交叉開跳

5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79 廖麗瑤 後交叉開跳

6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70 張珈瑜 後交叉開跳

7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8 伍木清 後交叉開跳

8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176 黃梓菁 後交叉開跳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7 高級 女 TP265 江佩儀 後交叉開跳

1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7 TSUBOUCHI Maho 後交叉開跳

2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123 黃梓瑤 後交叉開跳

3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71 黃曦嵐 後交叉開跳

4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61 伍婥琳 後交叉開跳

5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89 張曉鈺 後交叉開跳

6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447 翁靜恩 後交叉開跳

7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6 陳厚羽 後交叉開跳

8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256 吳樂晴 後交叉開跳

9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6 羅德斌 側擺交叉跳（左右）

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2 姚錦 側擺交叉跳（左右）

3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11 吳浩南 側擺交叉跳（左右）

4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190 董佳寧 側擺交叉跳（左右）

5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09 張家瑋 側擺交叉跳（左右）

6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6 李子頌 側擺交叉跳（左右）

7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311 陳晉宏 側擺交叉跳（左右）

8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017 杜畇樂 側擺交叉跳（左右）

9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7 高級 男 TP104 賴家保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09 林德和 側擺交叉跳（左右）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9 陳君俠 側擺交叉跳（左右）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80 吳凱權 側擺交叉跳（左右）

4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0 梁栢喬 側擺交叉跳（左右）

5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男 TP303 施泓希 側擺交叉跳（左右）

6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185 陳卓蕙 側擺交叉跳（左右）

7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5 呂雪昕 側擺交叉跳（左右）

8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01 陳詩琪 側擺交叉跳（左右）

9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4 李心怡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025 黃熙文 側擺交叉跳（左右）

2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31 吳宇瑛 側擺交叉跳（左右）

3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81 黃天妤 側擺交叉跳（左右）

4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24 金雪盈 側擺交叉跳（左右）

5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68 李鏈汶 側擺交叉跳（左右）

6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7 黃斯朗 側擺交叉跳（左右）

7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322 張雨晴 側擺交叉跳（左右）

8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452 蘇意嵐 側擺交叉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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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6 高級 女 TP471 NAKAMURA Mia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19 馮曉萍 側擺交叉跳（左右）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7 高級 女 TP265 江佩儀 側擺交叉跳（左右）

3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321 曾鈺玲 側擺交叉跳（左右）

4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450 何斯維 側擺交叉跳（左右）

5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7 TSUBOUCHI Maho 側擺交叉跳（左右）

6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021 盧熲 側擺交叉跳（左右）

7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125 鍾樂怡 側擺交叉跳（左右）

8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69 陳蒨榆 側擺交叉跳（左右）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59 黃軍婷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89 張曉鈺 側擺交叉跳（左右）

2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020 萬子璇 側擺交叉跳（左右）

3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7 羅翊 側擺交叉跳（左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317 葉子嘉 側擺交叉跳（左右）

5
6
7
8
9
1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2 麥誌軒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5 鄒偉霖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3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06 梁善恒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4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1 古志聰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5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7 高級 男 TP104 賴家保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07 鄧雋瀚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7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6 陳思媛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8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7 郭馨蓮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9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027 馮珮兒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1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78 李旖晞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2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99 吳羽諾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3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71 丘慧恩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4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7 黃斯朗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5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319 鄭羽希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6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6 TAN Yun Kai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7
8
9
1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73 李卓琳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2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97 葉穎欣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92 莊嘉敏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4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019 謝菁輝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5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316 劉宇婷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6
7
8
9
1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39 葉俊傑 側擺開跳（左右）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5 陳浚朗 側擺開跳（左右）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4 羅志豪 側擺開跳（左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4 丘文杰 側擺開跳（左右）

5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11 吳浩南 側擺開跳（左右）

6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10 張家誠 側擺開跳（左右）

7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7 李子豪 側擺開跳（左右）

8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83 黃楚渝 側擺開跳（左右）

9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229 許業錡 側擺開跳（左右）

1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06 李家兆 側擺開跳（左右）

2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男 TP455 KOIDO Minato 側擺開跳（左右）

3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102 吳俊宇 側擺開跳（左右）

4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164 陳又銘 側擺開跳（左右）

5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189 陸子杰 側擺開跳（左右）

6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06 關皓哲 側擺開跳（左右）

7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8 陳栢熙 側擺開跳（左右）

8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78 劉駿傑 側擺開跳（左右）

9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305 周梓豪 側擺開跳（左右）

1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1 曾綽恆 側擺開跳（左右）

2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男 TP100 吳嘉揚 側擺開跳（左右）

3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186 黃麗瑩 側擺開跳（左右）

4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03 趙嘉珊 側擺開跳（左右）

5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02 李鈺怡 側擺開跳（左右）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5 李子怡 側擺開跳（左右）

7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453 鄭祉萱 側擺開跳（左右）

8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33 莊子喬 側擺開跳（左右）

9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83 黎津彤 側擺開跳（左右）

1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00 呂穎霖 側擺開跳（左右）

2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22 黃靖然 側擺開跳（左右）

3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70 張珈瑜 側擺開跳（左右）

4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6 余浩霖 側擺開跳（左右）

5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451 黃靖晴 側擺開跳（左右）

6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175 林煦澄 側擺開跳（左右）

7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20 鄭懿莎 側擺開跳（左右）

8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42 林怡君 側擺開跳（左右）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7 高級 女 TP266 陳錦瀅 側擺開跳（左右）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94 高霏 側擺開跳（左右）

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319 鄭羽希 側擺開跳（左右）

3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70 TAN Yun Pei 側擺開跳（左右）

4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120 丘舒鈅 側擺開跳（左右）

5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68 傅樂怡 側擺開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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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14 羅憶咖 側擺開跳（左右）

7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58 劉子棋 側擺開跳（左右）

8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021 盧嬿 側擺開跳（左右）

9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90 文靖瑜 側擺開跳（左右）

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318 蔡凱瑤 側擺開跳（左右）

3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446 梁苡澄 側擺開跳（左右）

4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女 TP463 TANABE Mei 側擺開跳（左右）

5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4 陳曉儀 側擺開跳（左右）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317 葉子嘉 側擺開跳（左右）

7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020 萬子璇 側擺開跳（左右）

8
9
1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07 林俊宇 後側擺開跳（左右）

2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12 姚泳沖 後側擺開跳（左右）

3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3 鄒宏基 後側擺開跳（左右）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09 林德和 後側擺開跳（左右）

5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3 林寶瑩 後側擺開跳（左右）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6 盧倩怡 後側擺開跳（左右）

7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30 丘舒桐 後側擺開跳（左右）

8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72 黃吉鈺 後側擺開跳（左右）

9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452 蘇意嵐 後側擺開跳（左右）

1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8 OKADA Aiki 後側擺開跳（左右）

2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60 羅曉晴 後側擺開跳（左右）

3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90 文靖瑜 後側擺開跳（左右）

4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8 湯敏然 後側擺開跳（左右）

5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9 初級 女 TP460 WONG Yeuk Min Fa Fa 後側擺開跳（左右）

6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023 李恩怡 後側擺開跳（左右）

7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024 許樂儀 後側擺開跳（左右）

8
9
1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3 袁正佑 跨下二式

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3 袁嘉傑 跨下二式

3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166 嚴浩軒 跨下二式

4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10 施俊銘 跨下二式

5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3 袁正佑 跨下二式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3 袁嘉傑 跨下二式

7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166 嚴浩軒 跨下二式

8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10 施俊銘 跨下二式

9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444 葉俊軒 跨下二式

1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7 麥朗軒 跨下二式

2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2 盧政謙 跨下二式

3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304 張嘉朗 跨下二式

4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6 陳思媛 跨下二式

5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99 李嘉雯 跨下二式

6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3 羅穎彤 跨下二式

7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29 劉穎錡 跨下二式

8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84 關思行 跨下二式

9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271 丘慧恩 跨下二式

1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5 劉芷忻 跨下二式

2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6 高級 女 TP471 NAKAMURA Mia 跨下二式

3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320 何穎恪 跨下二式

4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女 TP464 KITAMURA Suzuha 跨下二式

5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9 胡卓雯 跨下二式

6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256 吳樂晴 跨下二式

7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026 黃希然 跨下二式

8
9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2 高穎珊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6 陳厚羽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女 TP117 羅翊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123 黃梓瑤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67 韓沚桃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69 陳蒨榆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71 黃曦嵐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195 蔡子淇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97 馬欣萳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198 宋丹妮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13 鄭欣婷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14 羅憶咖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15 張雍程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58 劉子棋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60 羅曉晴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女 TP262 彭詩茵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88 洪嘉儀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89 張曉鈺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90 文靖瑜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291 王舒曼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316 劉宇婷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317 葉子嘉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8 初級 女 TP318 蔡凱瑤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女 TP462 MIYOSHI Mizuki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女 TP463 TANABE Mei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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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8 初級 女 TP464 KITAMURA Suzuha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018 萬子頤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019 謝菁輝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9 初級 女 TP020 萬子璇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9 初級 男 TP098 簡兆鍵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101 魏子坤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102 吳俊宇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187 張柏浩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188 羅梓茛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189 陸子杰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05 關宇軒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06 關皓哲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07 鄧家邦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225 林銳泓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26 司徒彥希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27 許逸帆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7 麥朗軒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8 陳栢熙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8 初級 男 TP249 陳君俠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277 陳澤鍇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78 劉駿傑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279 張銘軒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10年或以後 初級 男 TP303 施泓希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9 初級 男 TP304 張嘉朗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305 周梓豪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0 梁栢喬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1 曾綽恆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8 初級 男 TP442 盧政謙 初級組初級組 三人大繩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024 許樂儀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025 黃熙文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026 黃希然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027 馮珮兒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28 陳艾雯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29 劉穎錡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30 丘舒桐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女 TP131 吳宇瑛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134 林倩欣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79 廖麗瑤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80 吳玉曦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82 梁綽之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84 關思行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199 吳羽諾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01 黃紫蕾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02 卓慧妍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03 趙嘉珊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16 鄧泳茹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18 方蔚沁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21 王凱晴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22 黃靖然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23 鄧潔玲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41 徐施穎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42 林怡君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243 黃靖媛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44 朱寶恩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3 林寶瑩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4 劉穎詩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5 呂雪昕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76 陳思媛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295 劉芷忻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99 李嘉雯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298 伍木清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02 李鈺怡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320 何穎恪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3 羅穎彤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6 盧倩怡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324 李心怡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7 高級 女 TP449 鄭梓晴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7

8

9

12:07 48

1

12:03 47

1

2

3

4

5

6

9

11:59 46

1

2

3

4

5

6

7

11:55 45

8

8

9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451 黃靖晴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6 高級 女 TP452 蘇意嵐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女 TP453 鄭祉萱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5 KAWANO Aoi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66 TAN Yun Kai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7 高級 女 TP470 TAN Yun Pei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2006 高級 女 TP471 NAKAMURA Mia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7 高級 男 TP103 蔡劻祐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06 梁善恒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07 林俊宇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09 吳浩然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111 吳浩南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190 董佳寧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191 王志寬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193 李兆晉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粉嶺官立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194 郭俊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208 黎浩佳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09 張家瑋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10 張家誠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11 黎柏軒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12 姚泳沖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2 林嘉榕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5 鄺俊軒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6 李子頌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官立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37 李子豪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6 高級 男 TP251 陳一然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2 麥誌軒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3 袁正佑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大埔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54 黃星朗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6 高級 男 TP282 黃道明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4 羅志豪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5 林子凡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286 羅德斌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7 高級 男 TP310 施俊銘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2 姚錦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3 袁嘉傑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2005年或以前 高級 男 TP314 丘文杰 高級組高級組 四人大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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