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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1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初賽) 50人參賽(7組) 紀錄：30.27 (10/11)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吳雋禧 邱巧鈞 鍾天穎 簡嘉怡 馬學茵 呂煒羚 曾詩棋 陳曦言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姓名 Wong Sze Wan 劉迪宜 麥春圓 林映悅 蔡沚殷 何曉晴 詹秀望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姓名 李曉頤 陳諾兒 歐陽方盈 黃穎妍 關汋桐 鄭婧霖 周珈而

學校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姓名 陳芯榆 梁采殷 陳傲兒 羅子芊 Lee Sum Yin Ruby 關官渝 鄺美婷

學校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姓名 蔡詠喬 譚桌喬 劉焯楠 秦卓悠 Lau Lok Sum 陳雅嫻 徐彩晴

學校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禧年禧年禧年禧年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姓名 邱凱渟 Cheung Tania 王妍 蔡芷矜 吳婉瑩 吳芮沂 邱梓蓓

學校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姓名 袁嘉穗 李美妍 陳奕希 王婉穎 何卓凝 譚瑋晴 趙珊珊

學校 馬信馬信馬信馬信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項目：2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初賽) 58人參賽(8組) 紀錄：31.53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Li Chun Ting 何冠緯 張碩倫 黃梓謙 鄭釔堃 周昀霖 Yu Ching Hin Cyrus 周尚延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姓名 黃培浠 朱啟堯 Cheng Yue Hin 何竣揚 侯奕暉 王鉦逸 黎子進 麥家源

學校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姓名 布悅昇 梁穎聰 麥春成 許肇庭 簡嘉仁 安希臨 楊詠曦

學校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陳俊安 蔡文山 蔡古節 彭睿熙 曾恩灝 葉進陽 陳善弘

學校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姓名 黃湋搴 許榮軒 邵家聰 呂誠康 劉駿䤭 雷震 廖敬天

學校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陳舉軒 王中彥 高忠舜 潘天朗 曾顯閔 蔡琰隆 陳韋滇

學校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姓名 李朗日 李志翹 任明哲 冼芷淏 謝天嵐 羅翊誠 邱加力

學校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禧年禧年禧年禧年

姓名 徐御晉 蔡昊軒 蔡兆隆 顏 軒 Liu Hairong 楊皓穎 莫尚禧

學校 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項目：3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初賽) 42人參賽(6組) 紀錄：29.29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李陽陽 鄧嘉怡 區紫恩 陳思咏 張烜煒 梁穎童 趙穎瑤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梁凱柔 李卓婷 陳穎曈 胡旨程 陳熙桐 謝紫晴 梁婧熙

學校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姓名 Lin Yat Hei Denese 鄭穎彤 郭愷怡 蕭梓希 簡穎妍 劉芊昕 Man Hoi Yan Zara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姓名 林思明 丘悅雅 梁致韻 Yeung Grace 袁筠婷 區倬蔚 李樂泳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禧年禧年禧年禧年

姓名 溫睿怡 馬紫恩 譚巧如 霍信恩 李思慧 吳沛嵐 鄭喻方

學校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

姓名 曹凱婷 王映婷 Toong Sophia

 Yue-ar
Cheung Tsz Wing 李日妍 李樂施 鄧穎鍶

學校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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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2015 - 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項目：4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初賽) 52人參賽(7組) 紀錄：29.16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陳宇軒 陳韋錀 楊昊霖 林曦 Lo Sze Hon Ronny 黃俊樂 陳俊輝 Pun Ethan

學校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姓名 高卓樂 Lin Marvin 鄭展圖 方贊凱 顧家耀 李嘉朗 利信彥 符傳寶

學校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姓名 林奕衡 陳睿量 張浩錀 梁殷誠 劉祖健 馮俊諺 朱汶禮 陳卓熙

學校 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救田家炳救田家炳救田家炳救田家炳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姓名 李柏賢 霍健亨 許峻銘 余文孝 周熹澤 鄧家聰 羅雋傑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 救田家炳救田家炳救田家炳救田家炳

姓名 夏誠謙 邵鎧祺 葉子雲 胡溢信
Wu Kin Ming

 Kenzie Scott
郭浩泓 彭子睿 

學校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姓名 白智康 伍進軒 林柏言 鍾御軒 鍾浩豐 曾耀威 麥竣碩

學校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姓名 陳卓延 崔晉榿 甘澤臨 袁日南 黃堯燊 羅琝琋 謝子琛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項目：5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初賽) 33人參賽(5組) 紀錄：28.57 (10/11)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王諾恩 尹仲賢 何佩錡 郭心怡
Sin Cheuk

 Yu Jasmin
劉佳欣 劉樂瑤

學校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姓名 黃凱晴 劉曉淇 胡筠翎 李思樂 孫煦媛 羅希欣 陳許寧

學校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姓名 江韻琦 Chan Rachel 

Chung Hei
洪樂桐 黃詩婷 黃凱晴 龔曉琳 王楚雯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姓名 潘樂恩 陳梓珊 陳亮瑜 蔡幸琳 馬穎恩 劉穎欣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姓名 麥穎然 譚智悅 陸慧如 何宜霖 陳旼昕 朱鎧筠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項目：6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初賽) 36人參賽(5組) 紀錄：27.20 (04/0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文冠穎 江晉德 李晉熙 任明頎 汪雋軒 陳詠豐 何朗山 蔡略

學校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姓名 馮皓揚 聶梓峻 錢杲燫 陳慶銘 張卓然 陳樂霖 呂偉津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姓名 王子綱 李灝賢 曾國晉 范卓航 江晧朗 梁彥博 蕭加行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司徒譽澧 蕭學謙 葉珀滈 冼高鋒 雷霆 潘明昊 列國章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姓名 關煒霖 李定朗 林展軒 王知溢 黃皓謙 鄭柏言 袁心悔

學校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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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2015 - 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項目：7 女子丙組 50 米蛙泳(初賽) 45人參賽(6組) 紀錄：39.59 (13/14)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周珈而 李樂悠 譚瑋晴 何嘉旻 李曉頤 劉璦賢 李祉瑶 陳諾兒

學校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Wong Yik Nam

 Nicole
潘穎欣 張藹澄 關汋桐 吳雋禧 鄭婧霖 董卓華 Lau Lok Sum

學校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姓名 譚桌喬 簡君穎 謝睿 蔡沚殷 楊卓穎 李樂瑤 宋樂欣 王妍

學校 禧年禧年禧年禧年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姓名 鍾天穎 林資洋 譚敏妍 張婧柔 麥春圓 Lok Lam Jade 王晞藍

學校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姓名 吳芮沂 鄭樂昕 徐彩晴 詹天文 劉瑋淇 劉焯榆 張菀澄

學校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姓名 邱凱渟 李綵儀 林映悅 趙珊珊 邱巧鈞 Lee Sum Yin Ruby 廖語萱

學校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項目：8 男子丙組 50 米蛙泳(初賽) 57人參賽(8組) 紀錄：40.17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麥家源 蔡古節 周智傑 簡嘉仁 袁伽溢 羅爾諾 李文博 梁景崗

學校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姓名 葉曉陽 歐譽朗 譚家碩 譚景泰 梁晉誠 翁明德 邱加力

學校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禧年禧年禧年禧年

姓名 陳天戌 Cheng Yue Hin 譚諾言 蔣衛錡 朱啟堯 盧偉熙 陳俊安

學校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Yu Ching Hin Cyrus 陳康政 陳正熹 Li Chun Ting 邱楚雄 李卓鋒 蔡琰隆

學校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姓名 温家謙 呂誠康 羅翊誠 馮煒皓 李椗浠 勞子霖 黃煒丰

學校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姓名 司徒偉臻 黃海羽 劉喆 李卓峰 谷朗霖 蔡文山 游翱朗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姓名 彭睿熙 王鉦逸 畢啟軒 劉繼殷 陳柏勳 邵家聰 莫尚禧

學校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姓名 張愷軒 黎逸橋 Lam Long Yin 任明哲 麥春成 麥鎮麟 趙倬言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項目：9 女子乙組 50 米蛙泳(初賽) 37人參賽(5組) 紀錄：37.34 (09/10)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陳穎曈 鄧嘉怡 Hodges Kayleigh

 Louise
蘇朗月 區倬蔚 梁穎童 陳詩雨 張烜煒

學校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姓名 曹凱婷 蔡彤 梁蔓生 陳心悅 黃靖桐 戴悠揚 李樂施 李日妍

學校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馬信馬信馬信馬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姓名 Toong Sophia

 Yue-ar
謝善瑜 溫鎧翹 胡旨程 林希懿 黃樂賢 陳卓盈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區紫恩 祝康蕎 鄭穎彤 秦卓庭 Yeung Grace 劉希語 霍信恩

學校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

姓名 謝哲 利悅華 Ngan Heito 董奕可 陳金喜 吳沛嵐 劉芊昕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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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2015 - 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項目：10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初賽) 36人參賽(5組) 紀錄：38.68 (12/13)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譚浩明 方贊凱 梁耀亮 Chu Man Hoi 陳宇軒 甘澤臨 崔晉榿 劉子銳

學校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蔡易熹 黃柏諺 黃樂謙 朱汶禮 阮頌喬 Sham Julian 楊溢華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姓名 陳俊輝 黃國軒 Pun Ethan 何俊穎 梁殷誠 趙家仟 鄭昊延

學校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姓名 洪驥弘 白智康 韋凱文 詹皓霆 鍾浩豐 謝子琛 Ho Cyrus

學校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姓名 曾子朗 吳卓橋 黎文迪 湯珏灃 許峻銘 蔡林燊 張浩錀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救田家炳救田家炳救田家炳救田家炳

項目：11 女子甲組 50 米蛙泳(初賽) 31人參賽(4組) 紀錄：35.83 (06/07)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Sin Cheuk

 Yu Jasmin
葉子澄 劉曉淇 廖祉程 蔡文穎 曾憲淇 仇藝嵐 尹仲賢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姓名 侯蓁 陳秭如 陳卓瑤 林樂瑶 吳恩馨 王柔云 郭心怡 張恩文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姓名 胡筠翎 吳祉澄 洪樂桐 葉曉樂 鄧咏盈 尹凱莹 馮芷澄 劉嘉欣

學校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姓名 詹芷晴 楊詠嵐 蔡幸琳 高子盈 黃凱晴 招焯文 陳加晞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項目：12 男子甲組 50 米蛙泳(初賽) 30人參賽(4組) 紀錄：34.82 (06/07)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何純杰 呂偉津 范卓航 郭秉翰 董浩鑫 江晉德 黎梓縉 林子傑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謝浚軒 劉奕均 勞俊顯 鄧浩賢 李沛諾 林展軒 鄭柏言 容樂天

學校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鄧子敬 李俊熹 張文澤 林樂恆 江晧朗 陳俊豪 陳慶銘

學校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姓名 張梓聰 張卓熙 何晉銘 佘人泰 陳詠豐 蔡正隆 王景生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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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2015 - 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項目：13 女子丙組 50 米背泳(初賽) 42人參賽(6組) 紀錄：36.28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袁樂施 Yan Hiu Yau 馬學茵 李美妍 李樂悠 王婉穎 陳芯榆

學校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姓名 黃穎妍 蔡芷矜 詹秀望 陸知辰 簡君穎 邱梓蓓 Cheung Tania

學校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姓名 楊銳琪 楊凱晴 崔子晴 李祉瑶 蔣欣喬 秦卓悠 張婧柔

學校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陳奕希 呂煒羚 劉璦賢 董卓華 Wong Sze Wing 何芯諭 鄧楚茹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姓名 譚敏妍 曾詩棋 簡嘉怡 張彥彧 林彥筠 蔡稀桐 萬康晴

學校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劉寶怡 關官渝 何卓凝 Chan Jasmine Hiu Fu 夏琦 李亭儀 梁泳藍

學校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項目：14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初賽) 50人參賽(7組) 紀錄：35.99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陳子鋒 黃煒丰 葉進陽 李皓君 廖敬天 蔡兆隆 彭俊熙 Lam Long Yin

學校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姓名 周昀霖 符傳弘 Lau Kei Chun 張愷軒 朱啟謙 陳韋滇 許肇庭

學校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姓名 范卓穎 陳天戌 黃湋搴 布悅昇 梁志賢 雷震 譚晉賢

學校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姓名 Lau Kai Shun 丘栢濠 安希臨 畢啟軒 楊詠曦 黎子進 施俊賢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姓名 麥鎮麟 黎逸橋 趙倬言 謝天嵐 馬俊傑 冼芷淏 譚家碩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楊尚銘 袁伽溢 黃培浠 陳仕瀚 李朗日 李卓鋒 曾顯閔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薛焯騫 勞子霖 蕭安生 Liu Hairong 曾恩灝 鄭釔堃 顏 軒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項目：15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初賽) 25人參賽(4組) 紀錄：34.73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黃煥堯 趙穎瑤 李姿賢 Hubbard Piper Hope 陳樂謠 Cheung Tsz Wing 梁凱柔

學校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姓名 劉穎童 李樂泳 崔曉晴 陳韻琳 謝凱晴 黃樂賢

學校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禧年禧年禧年禧年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姓名 Cheng Jessica 梁樂彤 馬紫恩 黃紫怡 Man Hoi Yan Zara 洪哲雙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周一言 鄭希蕘 黃詩晴 袁筠婷 李思慧 黃迦暘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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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2015 - 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項目：16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初賽) 31人參賽(4組) 紀錄：33.83 (12/13)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吳卓然 羅琝琋 胡溢信 周熹澤 周凱揚 李俊 霍健亨 彭珞搴

學校 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馬聖若瑟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姓名 袁日南 楊浩然 陳煒烽 黃俊文 余文孝 黃皓楊 馬道冬 鄧樂希

學校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Andrea Fraschetti 劉明睿 陳睿量 顧家耀 李柏賢 鄭承宗 陳昊臻 葉熙揚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高卓樂 廖逸朗 Sham Julian 郭浩泓 曾耀威 Lin Marvin 符傳寶

學校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項目：17 女子甲組 50 米背泳(初賽) 26人參賽(4組) 紀錄：32.78 (12/13)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陳迦晞 司徒翹慧 王朗玥 鄭曉晴 林凱怡 高莉 鍾維欣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姓名 劉穎欣 侯蓁 劉采熹 陳恭穎 羅保妍 黃凱晴 黃日怡

學校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黃敏行 羅佩旻 Chan Rachel 

Chung Hei
甘禮僮 潘樂恩 林熙晴

學校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姓名 陳卓琳 羅皓誼 陳許寧 梁敏如 葉子嵐 藍梓瑤

學校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項目：18 男子甲組 50 米背泳(初賽) 24人參賽(3組) 紀錄：32.18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蔡略 李梓熹 司徒譽澧 范永逸 王子綸 李耀朗 楊昊儜 文冠穎

學校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姓名 梁彥博 譚國俊 蕭君諾 賴柏澄 何朗山 汪雋軒 許漢陞 何顥霖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冼高鋒 李綽浩 張浩賢 孫晨皓 馮皓揚 鍾灝新 曾哲行 王子綱

學校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項目：19 女子乙組 50 米蝶泳(初賽) 15人參賽(2組) 紀錄：31.70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丘悅庭 黃曼萱 何卓藍 何卓錡 梁婧熙 劉芮旻 Ng Vianca 黃紫怡

學校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姓名 梁樂彤 Lau Suri Yin Hei 李姿賢 陳語心 Cheng Jessica 丘悅雅 黃煥堯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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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2015 - 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項目：20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初賽) 17人參賽(3組) 紀錄：31.43 (07/08)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車柏嶠 黃皓楊 Fung Yik Chun 李俊 莊岳羲 黃俊樂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姓名 彭子睿 黃俊文 林柏樺 徐泰俊 Lo Sze Hon Ronny 葉聞天

學校 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禾輋信義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Ho Cyrus 利信彥 鍾御軒 戴梓聰 區智皓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項目：21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初賽) 17人參賽(3組) 紀錄：30.49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陳加晞 羅皓誼 羅佩旻 陸慧如 黃淨琳 劉采熹

學校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譚紫瑤 尹凱莹 黎彥希 陳亮瑜 孫煦媛 楊詠嵐

學校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王朗玥 陳旼昕 馬穎恩 黃敏行 高莉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項目：22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初賽) 15人參賽(2組) 紀錄：29.26 (08/09)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張卓然 葉珀滈 王子綸 范永逸 關煒霖 王磊 聶梓峻 任明頎

學校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姓名 熊卓禧 朱健誠 譚國俊 李耀朗 王瑋浧 趙文亮 錢杲燫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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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23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決賽) 22人參賽(3組) 紀錄：1:05.51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洪哲雙 陳依翹 Lin Yat Hei Denese 李陽陽 陳熙桐 林思明 鄧穎鍶 劉芮旻

學校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姓名 Dunn Jasmine Joy 黃迦暘 Hubbard Piper Hope 鄭希蕘 伍栢誼 郝朝慧 譚巧如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姓名 何卓錡 馮晴晞 崔曉晴 郭愷怡 王映婷 Ng Vianca 何卓藍

學校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項目：24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決賽) 23人參賽(3組) 紀錄：1:03.96 (05/06)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徐泰俊 歐陽文熙
Wu Kin Ming

 Kenzie Scott
Rice Aidan 林柏樺 黃梓晉 周凱揚 鄧樂希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姓名 Chu Man Hoi 陳煒烽 鄭承宗 陳卓熙 高忠軒 楊昊霖 李嘉朗 區智皓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陳卓延 劉子鋒 羅雋傑 梁正翹 許崇健 彭珞搴 區頌熹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救田家炳救田家炳救田家炳救田家炳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項目：25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決賽) 18人參賽(3組) 紀錄：1:04.18 (13/14)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黎彥希 譚紫瑤 蔡曼怡 麥穎然 鄭曉晴 朱鎧筠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姓名 何佩錡 李思樂 王諾恩 鍾維欣 葉子嵐 黃日怡

學校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姓名 吳祉澄 劉樂瑤 甘禮僮 陳卓琳 林熙晴 羅保妍

學校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項目：26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決賽) 24人參賽(3組) 紀錄：59.72 (06/07)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李灝賢 林樂恆 蔡梓聰 潘明昊 楊昊儜 余浚灝 黃皓謙 蕭加行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蕭學謙 王知溢 陳卓佑 王磊 李定朗 趙柏堯 陳樂霖 朱健誠

學校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姓名 劉奕均 李綽浩 梁敬恒 張浩賢 鍾灝新 熊卓禧 曾哲行 李晉熙

學校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2015 - 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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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確實版】】】】2015 - 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項目：27 女子乙組 100 米蛙泳(決賽) 17人參賽(3組) 紀錄：1:20.35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丘悅庭 戴悠揚 伍栢誼 謝善瑜 Lau Suri Yin Hei 梁蔓生

學校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姓名 李泳嵐 劉希語 湯茵婷 蘇朗月 陳韻琳 董奕可

學校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姓名 陳卓盈 秦卓庭
Hodges Kayleigh

 Louise
謝哲 陳語心

學校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項目：28 男子乙組 100 米蛙泳(決賽) 22人參賽(3組) 紀錄：1:25.92 (12/13)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戴梓聰 吳卓橋 洪驥弘 林曦 黎文迪 黃國軒 梁耀亮 韋凱文

學校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安菲爾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廖逸朗 葉聞天 楊溢華 梁正翹 劉子鋒 曾子朗 蔡易熹

學校 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黃耀南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姓名 劉明睿 Fung Yik Chun 何俊穎 車柏嶠 鄭昊延 趙家仟 劉子銳

學校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項目：29 女子甲組 100 米蛙泳(決賽) 18人參賽(3組) 紀錄：1:19.90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葉曉樂 陳秭如 林樂瑶 何宜霖 王楚雯 鄧咏盈

學校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姓名 周樂然 葉子澄 張恩文 司徒翹慧 黃詩婷 陳卓瑤

學校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姓名 詹芷晴 蔡文穎 劉嘉欣 王柔云 仇藝嵐 袁熙嵐

學校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項目：30 男子甲組 100 米蛙泳(決賽) 19人參賽(3組) 紀錄：1:17.94 (06/07)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張文澤 黃子謙 賴鈞偉 鄧子敬 蔡正隆 何純杰 何晉銘

學校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姓名 董浩鑫 李沛諾 容樂天 馮浩然 周熹頤 張梓聰

學校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姓名 李梓熹 趙柏堯 謝子魚 林子傑 李俊熹 鄧浩賢

學校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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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項目：31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0.27 (10/11)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32 男子丙組 50米自由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1.53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33 女子乙組 50米自由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29.29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34 男子乙組 50米自由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29.16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35 女子甲組 50米自由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28.57 (10/11)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36 男子甲組 50米自由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27.20 (04/0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37 女子丙組 50米蛙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9.59 (13/14)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38 男子丙組 50米蛙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40.17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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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39 女子乙組 50米蛙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7.34 (09/10)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0 男子乙組 50米蛙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8.68 (12/13)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1 女子甲組 50米蛙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5.83 (06/07)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2 男子甲組 50米蛙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4.82 (06/07)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3 女子丙組 50米背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6.28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4 男子丙組 50米背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5.99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5 女子乙組 50米背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4.73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6 男子乙組 50米背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3.83 (12/13)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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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47 女子甲組 50米背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2.78 (12/13)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8 男子甲組 50米背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2.18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49 女子乙組 50米蝶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1.70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50 男子乙組 50米蝶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1.43 (07/08)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51 女子甲組 50米蝶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30.49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52 男子甲組 50米蝶泳(決賽) 8人參賽(1組)      紀錄：29.26 (08/09)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學校

項目：53 女子丙組 4 x 50 米自由接力 (決賽) 20隊參賽(3組) 紀錄：2:14.92 (08/09)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1/3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2/3 學校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3/3 學校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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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線道分配 -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項目：54 男子丙組 4 x 50 米自由接力 (決賽) 25隊參賽(4組) 紀錄：2:14.84 (11/12)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1/4 學校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梁鉅鏐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陳元喜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2/4 學校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沙崇沙崇沙崇沙崇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靈糧靈糧靈糧靈糧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3/4 學校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莊啟程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沙官沙官沙官沙官

4/4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項目：55 女子乙組 4 x 50 米自由接力 (決賽) 11隊參賽(2組) 紀錄：2:08.08 (09/10)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1/2 學校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馬循馬循馬循馬循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2/2 學校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項目：56 男子乙組 4 x 50 米自由接力 (決賽) 15隊參賽(2組) 紀錄：2:09.17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1/2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冼次雲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小沙小沙小沙小

2/2 學校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胡素貞 啟新啟新啟新啟新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朱正賢

項目：57 女子甲組 4 x 50 米自由接力 (決賽) 9隊參賽(2組) 紀錄：2:01.18 (10/11)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1/2 學校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沙田圍胡素貞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2/2 學校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項目：58 男子甲組 4 x 50 米自由接力 (決賽) 13隊參賽(2組) 紀錄：2:00.25 (14/15)

組次 線道 1 2 3 4 5 6 7 8

1/2 學校 培基培基培基培基 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張煊昌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 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沙呂小 主風主風主風主風 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浸大附小 培僑培僑培僑培僑

2/2 學校 雨川雨川雨川雨川 沙循沙循沙循沙循 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馬主風 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宣道會 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浸呂小 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蕭漢森

【【【【 所有賽事完畢所有賽事完畢所有賽事完畢所有賽事完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