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運會一年級班際競技遊戲結果
班別

1A

1B

1C

1D

遊戲 1：
薪火相傳

3

2

1

4

遊戲 2
砌砌十字架

2

4

3

1

名次

備註

冠軍 1C
冠軍 1D

親子遊戲（傳出親子情）--每級共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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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袋數目

21

17

17

20

1st 回合名次

1

3

3

2

4

2

2

3

豆袋數目

19

18

15

20

2nd 回合名次

2

3

4

1

2nd 回合
得分

3

2

1

4

兩回合共得
分

7

4

3

7

最後名次

1

2

3

1

1st 回合
得分

備註

雙冠軍
1A 1D

一年級啦啦隊冠軍：1B

校運會二年級班際競技遊戲結果
班別

2A

2B

2C

2D

備註

遊戲 1：
薪火相傳

1

2

3

4

遊戲 2
砌砌十字架

1

4

3

2

冠軍 2A
冠軍 2A

名次

親子遊戲（傳出親子情）---每級共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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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袋數目

16

21

22

21

1st 回合名次

3

2

1

2

1st 回合
得分

2

3

4

3

19

20

21

20

3

2

1

2

2

3

4

3

兩回合共得
分

4

6

8

6

最後名次

3

2

1

2

豆袋數目
2nd 回合
名次
2nd 回合
得分

備註

冠軍 2C

二年級啦啦隊冠軍：2C

第六屆兆霖運動會所有獎項名單
三年級男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 3B 孟祥誠

、亞軍.. 3A 劉柏言

、季軍.. 3D 鄧博彥

四年級男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 4A 鄧皓天

、亞軍..4B 譚華鏗

、季軍.. 4B 盧柏希

五年級男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 5D 冼鈞皓

、亞軍.. 5B 冼禮賢

、季軍.. 5C 吳敏熙

六年級男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 6C 黎煒程

、亞軍.. 6C 張羽飛

、季軍.. 6B 李尉藍

三年級男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 3D 蕭正皓

、亞軍.. 3D 李頌行

、季軍.. 3C 鄭立言

四年級男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 4D 黃祖霖

、亞軍.. 4A 林子棠

、季軍.. 4C 歐鎏名

五年級男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 5B 胡家希

、亞軍.. 5C 古恩持

、季軍.. 5D 陳俊燁

六年級男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 6C 任佑澄

、亞軍.. 6E 鄒宇承

、季軍.. 6E 鄭自然

三年級男子跳遠決賽:

冠軍.. 3A 劉柏言

、亞軍.. 3D 尚思言

、季軍.. 3B 孟祥誠

四年級男子跳遠決賽:

冠軍.. 4D 戴卓賢

、亞軍.. 4D 金玨耿

、季軍.. 4B 劉嘉政

五年級男子跳遠決賽:

冠軍.. 5C 古恩持

、亞軍.. 5C 王逸藍

、季軍.. 5B 冼禮賢

六年級男子跳遠決賽:

冠軍.. 6D 梁家鏻

、亞軍.. 6E 鄒宇承

、季軍.. 6E 鄭自然

三年級男子壘球決賽:

冠軍.. 3D 馬偉壹

、亞軍.. 3D 李韋呈

、季軍.. 3B 張希揚

四年級男子壘球決賽:

冠軍.. 4B 譚華鏗

、亞軍.. 4C 趙澤凱

、季軍.. 4D 黃祖霖

五年級男子壘球決賽:

冠軍.. 5A 鄧旨陛

、亞軍.. 5B 嚴銳鋒

、季軍.. 5C 李蓁浩

六年級男子壘球決賽:

冠軍.. 6C 黎煒程

、亞軍.. 6B 周子鍵

、季軍.. 6B 關政

三年級女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 3A 馮子殷 、亞軍.. 3D 林澄

、季軍.. 3C 鄧天晴

四年級女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 4D 朱珮慧

、亞軍.. 4D 柏愷靈

、季軍.. 4D 陳昕嵐

五年級女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 5A 梁嘉倩 、亞軍.. 5B 鄧瀠瀅

、季軍.. 5C 文曉嘉

六年級女子組 60 米決賽:

冠軍.. 6C 黃思行

、亞軍.. 6C 劉卓楠

、季軍.. 6C 許巧悠

三年級女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 3B 彭梓悠

、亞軍.. 3D 林芷彤

、季軍.. 3D 羅梓瑜

四年級女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 4C 廖星兒

、亞軍.. 4A 周雪霖

、季軍.. 4B 何芷霏

五年級女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 5A 楊鍵淋

、亞軍.. 5C 劉煥晴

、季軍.. 5B 蔡曉澄

六年級女子組 100 米決賽: 冠軍.. 6B 林子悅

、亞軍.. 6C 張曉嵐

、季軍.. 6B 許巧情

三年級女子跳遠決賽:

冠軍.. 3D 冼韻悠

、亞軍.. 3D 羅梓瑜

、季軍.. 3B 梁曉晴

四年級女子跳遠決賽:

冠軍.. 4B 何芷霏

、亞軍.. 4C 廖星兒

、季軍.. 4D 柏愷靈

五年級女子跳遠決賽:

冠軍.. 5D 張貝兒

、亞軍.. 5A 梁嘉倩

、季軍.. 5A 余巧琳

六年級女子跳遠決賽:

冠軍.. 6C 許巧悠

、亞軍.. 6D 黎日意

、季軍.. 6E 鄭巧盈

三年級女子壘球決賽:

冠軍.. 3B 何雪嵐

、亞軍.. 3A 馮子殷

、季軍.. 3C CHIU ITO RUKA

四年級女子壘球決賽:

冠軍.. 4B 周芷悠

、亞軍.. 4A 周雪霖

、季軍.. 4D 盛恩霖

五年級女子壘球決賽:

冠軍.. 5B 黃珮霖

、亞軍.. 5A 陳芷淇

、季軍.. 5B 鄧瀠瀅

六年級女子壘球決賽:

冠軍.. 6C 劉卓楠

、亞軍.. 6A 邵子妍

、季軍.. 6A 馮清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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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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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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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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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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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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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接力(P.3) ：

:

(男家長)

冠軍.. 3A 林灝軒 林灝軒家長
亞軍.. 3D 李韋呈 李韋呈家長
季軍.. 3C 袁均靖 袁均靖家長

親子接力(P.3) ：

(男家長)

冠軍.. 3A 李伊晴 李伊晴家長
亞軍.. 3D 劉巧蕎 劉巧蕎家長
季軍.. 3D 余啟諾 余啟諾家長

親子接力(P.3) ：

(男家長)

冠軍.. 3D 蕭正皓 蕭正皓家長
亞軍.. 3C 李郴悠 李郴悠家長
季軍.. 3C CHIU ITO RUKA CHIU ITO RUKA 家長

親子接力(P.3) ：

(男家長)

冠軍.. 3B 張希揚 張希揚家長
亞軍.. 3D 林澄 林澄家長
季軍.. 3D 李曉恩 李曉恩家長

親子接力(P.3) ：

(女家長)

冠軍.. 3D 戴迪生 戴迪生家長
亞軍.. 3B 劉芯渝 劉芯渝家長
季軍.. 3A 鍾逸熙 鍾逸熙家長
親子接力(P.3) ：

(女家長)

冠軍.. 3A 劉柏言 劉柏言家長
亞軍.. 3D 李頌行 李頌行家長
季軍.. 3C 安胤宇 安胤宇家長

親子接力(P.3) ：

(女家長)

冠軍.. 3A 李峻翹 李峻翹家長
亞軍.. 3B 孟祥誠 孟祥誠家長
季軍.. 3D 林芷彤 林芷彤家長

親子接力(P.4) ：

(男家長)

冠軍.. 4A 麥嘉誼 麥嘉誼家長
亞軍.. 4B 周芷悠 周芷悠家長
季軍.. 4D 梁晞雋 梁晞雋家長

親子接力(P.4) ：

(男家長)

冠軍.. 4B 許啟俊 許啟俊家長
亞軍.. 4C 廖星兒 廖星兒家長
季軍.. 4A 鄧皓天 鄧皓天家長

親子接力(P.4) ：

(男家長)

冠軍.. 4B 盧柏希 盧柏希家長
亞軍.. 4B 鄭煜朗 鄭煜朗家長
季軍.. 4D 劉語晨 劉語晨家長

親子接力(P.4) ：

(女家長)

冠軍.. 4D 柏愷靈 柏愷靈家長
亞軍.. 4A 王詠芝 王詠芝家長
季軍.. 4D 陳昕嵐 陳昕嵐家長

親子接力(P.4) ：

(女家長)

冠軍.. 4D 潘樂恒 潘樂恒家長
亞軍.. 4B 張天雪 張天雪家長
季軍.. 4A 伍愷澄 伍愷澄家長

親子接力(P.4) ： (女家長)

冠軍.. 4B 何芷霏 何芷霏家長
亞軍.. 4D 蕭諾謙 蕭諾謙家長
季軍.. 4C 盧依妮 盧依妮家長

親子接力(P.5) ：

(男家長)

冠軍.. 5A 鄧旨陛 鄧旨陛家長
亞軍.. 5D 張貝兒 張貝兒家長
季軍.. 5B 胡家希 胡家希家長

親子接力(P.5) ： (男家長)

冠軍.. 5D 冼鈞皓 冼鈞皓家長
亞軍.. 5C 王逸藍 王逸藍家長
季軍.. 5C 李梓立 李梓立家長

親子接力(P.5) ：(男家長)

冠軍.. 5A 梁嘉倩 梁嘉倩家長
亞軍.. 5C 文曉嘉 文曉嘉家長
季軍.. 5B 施穎曦 施穎曦家長

親子接力(P.5) ：

(女家長)

冠軍.. 5A 冼皓陽 冼皓陽家長
亞軍.. 5C 楊貝嘉 楊貝嘉家長
季軍.. 5C 尹海晴 尹海晴家長

親子接力(P.5) ：

(女家長)

冠軍.. 5C 吳敏熙 吳敏熙家長
亞軍.. 5C 張育彬 張育彬家長
季軍.. 5B 陳樂桐 陳樂桐家長

親子接力(P.6) ：

(女家長)

冠軍.. 6C 黎煒程 黎煒程家長
亞軍.. 6A 李頌言 李頌言家長
季軍.. 6C 王一名 王一名家長

親子接力(P.6) ：

(男家長)

冠軍.. 6D 張希樂 張希樂家長
亞軍.. 6C 陳謝開心 陳謝開心家長
季軍.. 6C 林烙誼 林烙誼家長

親子接力(P.6) ：

(男家長)

冠軍.. 6B 李蔚藍 李蔚藍家長
亞軍.. 6D 黎日意 黎日意家長
季軍.. 6C 張曉嵐 張曉嵐家長

親子接力(P.6) ：

(男家長)

冠軍.. 6C 張羽飛 張羽飛家長
亞軍.. 6B 李昱增 李昱增家長
季軍.. 6E 李學淳 李學淳家長

親子接力(P.6) ：

(男家長)

冠軍.. 6C 許巧悠 許巧悠家長
亞軍.. 6E 李亦朗 李亦朗家長
季軍.. 6D 陳煒曜 陳煒曜家長

親子接力(P.6) ：

(女家長)

冠軍.. 6C 王一見 王一見家長
亞軍.. 6C 黃思行 黃思行家長
季軍.. 6C 余啟軒 余啟軒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