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 班際競技遊戲結果 2018-2019
班別

1A

1B

遊戲 1：
穩操勝券（名次）

第2名

第3名

遊戲 2
砌砌十字架（名次）

第3名

第 4 名 第 1 名 第 2 名

名次

1C

1D

第 4 名 第 1 名

親子遊戲（傳出親子情）--每級共有兩個回合
計分方法：第一名（4 分）、第二名（3 分）、第三名（2 分）、
第四名（1 分）
班別

1A

1B

1C

1D

1st 回合
名次
1st 回合
得分

3

1

4

2

2

4

1

3

2nd 回合
名次
2nd 回合
得分

3

4

1

2

2

1

4

3

兩回合共
得分

4

5

5

6

最後名次

第3名

第2名

第2名

第 1 名

P.2 班際競技遊戲結果 2018-2019
班別

2A

2B

遊戲 1：
穩操勝券（名次）

第2名

第3名

第 4 名 第 1 名

遊戲 2
砌砌十字架（名次）

第2名

第3名

第 4 名 第 1 名

名次

2C

2D

親子遊戲（傳出親子情）--每級共有兩個回合
計分方法：第一名（4 分）、第二名（3 分）、第三名（2 分）、
第四名（1 分）
班別

2A

2B

2C

2D

1st 回合
名次
1st 回合
得分

3

2

3

1

2

3

2

4

2nd 回合
名次
2nd 回合
得分

2

4

3

1

3

1

2

4

兩回合共
得分

5

4

4

8

最後名次

第2名

第3名

第3名

第 1 名

P.1-2 啦啦隊比賽結果 2018-2019
一年級冠軍組別：

1C

二年級冠軍組別：

2C

第五屆兆霖運動會所有獎項名單
三年級男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3A 林子棠

、亞軍..3C 吳紫昊

、季軍..3C 歐鎏名

四年級男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4B 冼鈞皓

、亞軍..4A 古恩持

、季軍..4D 鄧旨陞

五年級男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5C 黎煒程

、亞軍..5C 張羽飛

、季軍..5B 李尉藍

六年級男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6B 梁焯宇

、亞軍..6D 曾令澤

、季軍..6A 容梓軒

三年級男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3D 黃祖霖

、亞軍..3C 葉焯軒

、季軍..3A 譚華鏗

四年級男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4B 胡家希

、亞軍..4D 陳俊燁

、季軍..4A 黃天胤

五年級男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5C 任佑澄

、亞軍..5A 鄧梓林

、季軍..5D 沈思遠

六年級男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6C 楊浩文

、亞軍..6A 關賀賢

、季軍..6D 利嘉爵

三年級男子跳遠決賽:

冠軍..3D 金玨熙

、亞軍..3C 葉焯軒

、季軍..3A 湯偉華

四年級男子跳遠決賽:

冠軍..4D 王逸藍

、亞軍..4B 冼禮賢

、季軍..4C 陳振軒

五年級男子跳遠決賽:

冠軍..5E 鄭自然

、亞軍..5A 丁裕溍

、季軍..5C 王一名

六年級男子跳遠決賽:

冠軍..6B 梁焯宇

、亞軍..6C 楊浩文

、季軍..6D 利嘉爵

三年級男子壘球決賽:

冠軍..3A 趙澤凱

、亞軍..3D 黃祖霖

、季軍..3A 朱樂軒

四年級男子壘球決賽:

冠軍..4B 鄧皓哲

、亞軍..4D 鄧旨陞

、季軍..4D 李梓立

五年級男子壘球決賽:

冠軍..5A 洪日熙

、亞軍..5D 陳煒曜

、季軍..5D 沈思遠

六年級男子壘球決賽:

冠軍..6D 曾令澤

、亞軍..6D 王家豪

、季軍..6D 黃祖軒

三年級女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3A 何芷霏

、亞軍..3D 柏愷靈

、季軍..3D 劉語晨

四年級女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4B 梁嘉倩

、亞軍..4D 黃恩雨

、季軍..4A 劉煥晴

五年級女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5C 劉卓楠

、亞軍..5C 黃思行

、季軍..5C 張曉嵐

六年級女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6C 楊雪如

、亞軍..6C 李盈姝

、季軍..6B 文曉欣

三年級女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3A 廖星兒

、亞軍..3D 姜素瑩

、季軍..3B 周芷悠

四年級女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4C 楊鍵淋

、亞軍..4D 竇伊芸

、季軍..4B 施穎曦

五年級女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5B 林子悅

、亞軍..5A 林靜詩

、季軍..5A 譚紫嫣

六年級女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6D 蔣卓霖

、亞軍..6B 黃純一

、季軍..6B 李欣洋

三年級女子跳遠決賽:

冠軍..3D 柏愷靈

、亞軍..3B 麥嘉誼

、季軍..3A 梁晞彤

四年級女子跳遠決賽:

冠軍..4D 竇伊芸

、亞軍..4D 黃恩雨

、季軍..4B 梁嘉倩

五年級女子跳遠決賽:

冠軍..5E 鄭巧盈

、亞軍..5A 林悅

、季軍..5A 譚紫嫣

六年級女子跳遠決賽:

冠軍..6B 吳珊珊

、亞軍..6A 江偲行

、季軍..6D 蔣卓霖

三年級女子壘球決賽:

冠軍..3B 周芷悠

、亞軍..3B 周泳兒

、季軍..3B 伍愷澄

四年級女子壘球決賽:

冠軍..4D 包詩涵

、亞軍..4B 黃珮霖

、季軍..4C 張貝兒

五年級女子壘球決賽:

冠軍..5C 劉卓楠

、亞軍..5A 林靜詩

、季軍..5D 曾善瑤

六年級女子壘球決賽:

冠軍..6A CHETAKSHI

、亞軍..6C 楊雪如

、季軍..6D 駱以心

男子班際 4X100 米接力(P.3)
冠軍 X4………………3A
亞軍 X4………………3D
季軍 X4………………3B

:

男子班際 4X100 米接力(P.4)
冠軍 X4………………4B
亞軍 X4………………4A
季軍 X4………………4D

:

男子班際 4X100 米接力(P.5)
冠軍 X4………………5C
亞軍 X4………………5E
季軍 X4………………5D

:

男子班際 4X100 米接力(P.6)
冠軍 X4………………6C
亞軍 X4………………6D
季軍 X4………………6B

:

女子班際 4X100 米接力(P.3)
冠軍 X4………………3D
亞軍 X4………………3A
季軍 X4………………3B

:

女子班際 4X100 米接力(P.4)
冠軍 X4………………4B
亞軍 X4………………4C
季軍 X4………………4D

:

女子班際 4X100 米接力(P.5)
冠軍 X4………………5C
亞軍 X4………………5B
季軍 X4………………5D

:

女子班際 4X100 米接力(P.6)
冠軍 X4………………6B
亞軍 X4………………6C
季軍 X4………………6D

親子接力(P.3)

：

(男家長)

冠軍.. 3A 廖星兒 廖星兒家長
亞軍.. 3D 劉語晨 劉語晨家長
季軍.. 3B 周芷悠 周芷悠家長

親子接力(P.3)

：

(男家長)

冠軍..3B 梁晞雋 梁晞雋家長
亞軍..3D 范倚萄 范倚萄家長
季軍..3C 鄭煜朗 鄭煜朗家長

親子接力(P.3)

：

(男家長)

冠軍..3C 葉焯軒 葉焯軒家長
亞軍..3B 盧柏希 盧柏希家長
季軍..3B 鄭希樂 鄭希樂家長

親子接力(P.3)

：

(女家長)

冠軍..3A 何芷霏 何芷霏家長
亞軍..3D 潘樂恒 潘樂恒家長
季軍..3D 金玨熙 金玨熙家長

親子接力(P.3)

：

(女家長)

冠軍..3D 蕭諾謙 蕭諾謙家長
亞軍..3A 梁晞彤 梁晞彤家長
季軍..3C 盧依妮 盧依妮家長
親子接力(P.3)

：

(女家長)

冠軍..3D 柏愷靈 柏愷靈家長

亞軍..3C 張天雪 張天雪家長
季軍..3B 王詠芝 王詠芝家長

:

親子接力(P.4)

：

(男家長)

冠軍.. 4C 張貝兒 張貝兒家長
亞軍.. 4B 施穎曦 施穎曦家長
季軍.. 4A 黃天胤 黃天胤家長
親子接力(P.4)

：

(男家長)

冠軍..4B 冼鈞皓 冼鈞皓家長

亞軍..4A 楊浩軒 楊浩軒家長
季軍..4D 李梓立 李梓立家長

親子接力(P.4) ： (男家長)
冠軍..4D 鄧旨陞 鄧旨陞家長

亞軍..4B 胡家希 胡家希家長
季軍..4A 梁家齊 梁家齊家長

親子接力(P.4) ： (男家長)
冠軍..4D 王逸藍 王逸藍家長

亞軍..4B 梁嘉倩 梁嘉倩家長
季軍..4C 伍梓豐 伍梓豐家長

親子接力(P.4) ： (女家長)
冠軍..4D 何詠言 何詠言家長

亞軍..4C 馮濼瑤 馮濼瑤家長
季軍..4A 黃亭甄 黃亭甄家長

親子接力(P.4)

：

(女家長)

冠軍..4A 吳敏熙 吳敏熙家長
亞軍..4B 張育彬 張育彬家長
季軍..4D 陳樂桐 陳樂桐家長

親子接力(P.5)

： (女家長)

冠軍..5C 王一名 王一名家長
亞軍..5E 魏君智 魏君智家長
季軍..5A 馮雅瑜 馮雅瑜家長

親子接力(P.5)

：

(男家長)

冠軍..5B 林子悅 林子悅家長
亞軍..5D 黎日意 黎日意家長
季軍..5C 陳謝開心 陳謝開心家長

親子接力(P.5)

： (男家長)

冠軍..5B 李尉藍 李尉藍家長
亞軍..5C 張曉嵐 張曉嵐家長
季軍..5D 張希樂 張希樂家長

親子接力(P.5)

：(男家長)

冠軍..5E 李亦朗 李亦朗家長
亞軍..5B 李昱增 李昱增家長
季軍..5C 張羽飛 張羽飛家長

親子接力(P.5)

：

(男家長)

冠軍..5D 陳煒曜 陳煒曜家長
亞軍..5E 李學淳 李學淳家長
季軍..5A 譚紫嫣 譚紫嫣家長

親子接力(P.5)

：

(女家長)

冠軍..5C 黎煒程 黎煒程家長
亞軍..5C 王一見 王一見家長
季軍..5E 關浩宏 關浩宏家長

親子接力(P.6)

：

(男家長)

冠軍..6B 梁焯宇 梁焯宇家長
亞軍..6B 黃純一 黃純一家長
季軍..6A 何恩瀚 何恩瀚家長

親子接力(P.6)

：

(男家長)

冠軍..6D 蔣卓霖 蔣卓霖家長

亞軍..6B 張傲日 張傲日家長
季軍..6D 冼海銅 冼海銅家長

親子接力(P.6)

：

(女家長)

冠軍..6C 楊浩文 楊浩文家長
亞軍..6A 關賀賢 關賀賢家長
季軍..6C 李盈姝 李盈姝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