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籬天主教小學 
 

   2022- 2023 親子運動會 
 

大會場刊 
 

日期：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地點：城門谷運動場 
 



 

石籬天主教小學 

2022-2023 親子運動會 

運動場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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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籬天主教小學 

2022- 2023 親子運動會 

比賽時間表 

 

預計時間 徑項 男子跳項 

(A) 

女子跳項 

(B) 

男子擲項 

(C) 

女子擲項 

(D) 

親子遊戲 

09:00 開幕禮 + 千人早操 + 鳴槍禮 

09:20 返回看台就座、工作人員召集 及 一、二年級運動員召集 

09:40 正式開始比賽 

09:40 P1 男子 50 米 

P1 女子 50 米 

P1 男子 

立定跳遠 

P1 女子 

立定跳遠 

P2 男子 

擲豆袋 

P2 女子 

擲豆袋 

 

09:50 P2 男子 50 米 

09:55 P2 女子 50 米 P2 男子 

立定跳遠 

P2 女子 

立定跳遠 

P1 男子 

擲豆袋 

P1 女子 

擲豆袋 10:00 P6 男子 400 米 

10:10 P6 女子 400 米 P3 男子 

跳遠 

P3 女子 

跳遠 

P5 男子 

擲壘球 

P5 女子 

擲壘球 10:20 P3 男子 60 米 

P3 女子 60 米 

親子遊戲集

合 

10:30 P4 男子 60 米 

P4 女子 60 米 

親子遊戲開

始 

10:40 P5 男子 60 米 

P5 女子 60 米 

P4 男子 

跳遠 

P4 女子 

跳遠 

P6 男子 

擲壘球 

P6 女子 

擲壘球 

10:50 P6 男子 60 米 

P6 女子 60 米 

11:00 P3 男子 100 米 

P3 女子 100 米 

11:10 P4 男子 100 米 

P4 女子 100 米 

P5 男子 

跳遠 

P5 女子 

跳遠 

P3 男子 

擲木球 

P3 女子 

擲木球 

11:20 P5 男子 100 米 

P5 女子 100 米 

11:30 P6 男子 100 米 

P6 女子 100 米 

11:40 P4 男子 200 米 

P4 女子 200 米 

P6 男子 

跳遠 

P6 女子 

跳遠 

P4 男子 

擲木球 

P4 女子 

擲木球 

11:55 P5 男子 200 米 

P5 女子 200 米 

12:10 P6 男子 200 米 

P6 女子 200 米 

 返回看台 

12:20 師生親子接力賽 

12:30 頒獎禮 + 閉幕禮 

12:50 活動完結，回程 

 

 

 



石籬天主教小學 

2022- 2023 親子運動會 

典禮程序表 

 

開幕禮 

1. 祈禱   

2. 唱校歌    

3. 運動員宣誓  

4. 千人早操 

5. 鳴槍禮 

 

頒獎禮 

1. 主禮嘉賓就座 

2. 運動員列隊 

3. 奏國歌 

4. 致歡迎辭 

5. 主禮嘉賓致勉辭    

[主禮嘉賓：黃金寶先生] 

6. 頒獎  

7. 致送嘉賓紀念品   

8. 結束祈禱 

9. 禮成  

 

 



 

石籬天主教小學 

2022- 2023 親子運動會 

 

徑賽項目程序表 
 

賽事編號 項目  賽事編號 項目 

1.  P1 男子 50 米 決  2.  P1 女子 50 米 決 

3.  P2 男子 50 米 決  4.  P2 女子 50 米 決 

5.  P6 男子 400 米 決  6.  P6 女子 400 米 決 

7.  P3 男子 60 米 決  8.  P3 女子 60 米 決 

9.  P4 男子 60 米 決  10.  P4 女子 60 米 決 

11.  P5 男子 60 米 決  12.  P5 女子 60 米 決 

13.  P6 男子 60 米 決  14.  P6 女子 60 米 決 

15.  P3 男子 100 米 決  16.  P3 女子 100 米 決 

17.  P4 男子 100 米 決  18.  P4 女子 100 米 決 

19.  P5 男子 100 米 決  20.  P5 女子 100 米 決 

21.  P6 男子 100 米 決  22.  P6 女子 100 米 決 

23.  P4 男子 200 米 決  24.  P4 女子 200 米 決 

25.  P5 男子 200 米 決  26.  P5 女子 200 米 決 

27.  P6 男子 200 米 決  28.  P6 女子 200 米 決 

29.  師生親子接力賽    
 
 
 

田賽項目程序表 
 

賽事編號 項目(A 男子跳遠) 賽事編號 項目(B 女子跳遠) 

(A1) P1 立定跳遠 (B1) P1 立定跳遠 

(A2) P2 立定跳遠 (B2) P2 立定跳遠 

(A3) P3 跳遠 (B3) P3 跳遠 

(A4) P4 跳遠 (B4) P4 跳遠 

(A5) P5 跳遠 (B5) P5 跳遠 

(A6) P6 跳遠 (B6) P6 跳遠 
 

賽事編號 項目(C 男子擲項) 賽事編號 項目(D 女子擲項) 

(C1) P2 擲豆袋 (D1) P2 擲豆袋 

(C2) P1 擲豆袋 (D2) P1 擲豆袋 

(C3) P5 擲壘球 (D3) P5 擲壘球 

(C4) P6 擲壘球 (D4) P6 擲壘球 

(C5) P3 擲木球 (D5) P3 擲木球 

(C6) P4 擲木球 (D6) P4 擲木球 
 



石籬天主教小學 

2022- 2023 親子運動會 

徑賽項目參賽名單 

賽事編號(  1  )  P1 男子 5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1A  1B  1C  1D 

姓名  李皓鏗  張晉傑  洪瀚釗  黃炳哲 

 

賽事編號(  2  )  P1 女子 5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1A  1B  1C  1D 

姓名  張康盈  吳美寶  呂海漩  丁凱彤 

 

賽事編號(  3  )  P2 男子 5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2A  2B  2C  2D 

姓名  陳雋文  許俊騰  趙錦鴻  程奮宗 

 

賽事編號(  4  )  P2 女子 5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2A  2B  2C  2D 

姓名  李子晴  張熙悅  趙明希  詹語馨 

 

賽事編號(  5  )  P6 男子 400 米 決 (不分線道) 

班別 6A 6A 6A 6A 6A 6B 6B 6B 

姓名 李和善 吳秀鋒 徐綜希 温子樂 楊漢維 葉霖謙 張希賢 尹旭均 

班別 6B 6B 6B 6C 6C 6C 6D 6D 

姓名 林思琅 宋家偉 戴斯樂 蔡昊希 羅浩信 吳泓灝 李晋廷 李盛榮 

班別 6D 6D 6D 6D 6D 6D 6D 6D 

姓名 徐智軒 方一諾 洪焯峰 林家名 羅兆朗 李進華 羅廣坤 吳泊灝 

班別 6D        

姓名 黃子峰        

 

賽事編號(  6  )  P6 女子 400 米 決 (不分線道) 

班別 6A 6A 6B 6B 6B 6B 6B 6B 

姓名 梁婧 蕭子淇 何欣羲 劉芯沁 黃淑寶 陳洛儀 陳鈺瑩 林柰癸 

班別 6B 6B 6B 6C 6C 6C 6C 6D 

姓名 林詩雅 李沚瑩 余晞彤 鄭心語 張菀善 麥芷妍 黃可頤 陳潁軒 

班別 6D 6D 6D 6D 6D 6D 6D 6D 

姓名 鄭詠儀 周樂陶 鍾嘉寶 李詩彤 林貝瑩 潘芷慧 王紫桐 麥懿澄 

 

 



賽事編號(  7  )   P3 男子 6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3A 3B 3C 3D 3A 3B 3C 3D 

姓名 王均豪 李彥駿 吳子謙 黃梓皓 葉子揚 楊浩 陳家樂 何家宇 

 

賽事編號(  8  )   P3 女子 6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3A 3B 3C 3D 3A 3B 3C 3D 

姓名 寸依琳 陳宛悠 范昕語 鄭子琳 林鈺雯 劉紫瑩 簡安琪 李翹冰 

 

賽事編號(  9  )   P4 男子 6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4A 4B 4C 4D 4A 4B 4C 4D 

姓名 蔡昌霖 陳子浩 陳昊均 何彦峰 劉浩軒 蔡偉業 陳泳言 簡德滿 

 

賽事編號(  10  )  P4 女子 6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4A 4B 4C 4D 4A 4B 4C 4D 

姓名 吳佳蕙 陳美淇 李芷柔 張日晶 林靖童 葉靜誼 吳欣桐 傑西 

 

賽事編號(  11  )  P5 男子 6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5A 5B 5C 5D 5A 5B 5C 5D 

姓名 黎耀成 陳奕翹 黃林煒 陳卓煒 穆文斯 羅柏翹 郭立 林栢兆 

 

賽事編號(  12  )  P5 女子 6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5A 5B 5C 5D 5A 5B 5C 5D 

姓名 陳妙涵 林美玲 傅詠茵 蘇芷瑩 蔡心怡 王語彤 丁沛琪 黃靜燑 

 

賽事編號(  13  )  P6 男子 6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6A 6B 6C 6D 6A 6B 6C 6D 

姓名 吳秀鋒 林思琅 吳泓灝 羅兆朗 温子樂 王宇陽 蔡昊希 李盛榮 

 

賽事編號(  14  )  P6 女子 6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6A 6B 6C 6D 6A 6B 6C 6D 

姓名 甘樂詩 吳曦 張善晴 鄭詠儀 蕭子淇 林詩雅 麥芷妍 林貝瑩 

 

 

 



賽事編號(  15  )  P3 男子 1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3A 3B 3C 3D 3A 3B 3C 3D 

姓名 梁禮信 李成俊 張康穎 楊漢銜 黃穀 蘇宇霆 翟啟榮 吳家朗 

 

賽事編號(  16  )  P3 女子 1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3A 3B 3C 3D 3A 3B 3C 3D 

姓名 梁卓媛 林芷欣 陳子淇 羅靖嵐 容韵淇 余梓彤 方昕玥 王欣希 

 

賽事編號(  17  )  P4 男子 1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4A 4B 4C 4D 4A 4B 4C 4D 

姓名 陳建丞 鄭紫龍 陳裕濤 林宇泰 楊震順 梁俊煒 黃善泓 葉俊軒 

 

賽事編號(  18  )  P4 女子 1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4A 4B 4C 4D 4A 4B 4C 4D 

姓名 梁芷盈 佘曉潼 章煒茵 張僖晴 黃芷晴 錢穎芯 呂樂恩 黃思穎 

 

賽事編號(  19  )  P5 男子 1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5A 5B 5C 5D 5A 5B 5C 5D 

姓名 陳卓渝 陳羿鵬 黃烺桀 周俊諾 劉煒晧 張梓浩 伍銘濠 曾俊熙 

 

賽事編號(  20  )  P5 女子 1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5A 5B 5C 5D 5A 5B 5C 5D 

姓名 施雅雯 葉嘉琳 丁凱瑤 陳令殷 曾逸盈 叶璇 楊翹霞 周迦嵐 

 

賽事編號(  21  )  P6 男子 1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6A 6B 6C 6D 6A 6B 6C 6D 

姓名 卡迪文 葉霖謙 李立軒 洪焯峰 黃柏熙 彭梓樂 蘇志朗 羅廣坤 

 

賽事編號(  22  )  P6 女子 1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6A 6B 6C 6D 6A 6B 6C 6D 

姓名 陳思尹 陳洛儀 傅玥文 李詩彤 李焯穎 李沚瑩 黃可頤 王紫桐 

 

 

 



 

賽事編號(  23  )  P4 男子 2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4A 4B 4C 4D 4A 4B 4C 4D 

姓名 李廷希 陳浩銘 甘柏樂 陳梓禮 謝梓謙 陳梓燁 羅楷軒 李永康 

 

賽事編號(  24  )  P4 女子 2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4A 4B 4C 4D 4A 4B 4C 4D 

姓名 陳梓恩 何佩怡 梁楚怡 鍾芷欣 何恩蕎 羅可琳 文頌茵 伍栩瑤 

 

賽事編號(  25  )  P5 男子 2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5A 5B 5C 5D 5A 5B 5C 5D 

姓名 陳家朗 趙錦德 章煒楠 駱健鋒 劉栢翹 韓銘晉 馮梓朗 鄭至揚 

 

賽事編號(  26  )  P5 女子 2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5A 5B 5C 5D 5A 5B 5C 5D 

姓名 林瓏恩 莊曉泳 Kainat 鄧綺雯 黃心慈 何蘊怡 Eisha  余恩琳 

 

賽事編號(  27  )  P6 男子 2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6A 6B 6C 6D 6A 6B 6C 6D 

姓名 吳浩晉 陳泓熹 羅浩信 吳泊灝 徐綜希 劉譯鴻 蘇宇康 徐智軒 

 

賽事編號(  28  )  P6 女子 200 米 決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班別 6A 6B 6C 6D 6A 6B 6C 6D 

姓名 梁婧 林柰癸 張菀善 潘芷慧 盧樂兒 余晞彤 胡雅馨 蘇思潼 

 

 

賽事編號(  29  )  師生家長校友接力賽 

線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留意即場公佈 



石籬天主教小學 

2022-2023 親子運動會 

田賽項目參賽名單 

(A) 男子跳遠  

 

賽事編號( A1 )  P1 男子立定跳遠      賽事編號( A4 )  P4 男子跳遠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葉睿桁   4A 張立言 

1A 梁靖軒   4A 胡睿桐 

1B 林昱帆   4B 黃學意 

1B 吳梓灝   4B 范子然 

1C 鄧祖曦   4C 李梓祺 

1C 黃恩廷   4C 林宇俊 

1D 鄭浩軒   4D 陳柏恒 

1D 李柏熹   4D 聶嘉維 

 

 

賽事編號( A2 )  P2 男子立定跳遠      賽事編號( A5 )  P5 男子跳遠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2A 李學麟   5A 陳家毅 

2A 林辰睿   5A 亞里安 

2B 莊栢信   5B 黎穎亨 

2B 徐宇霆   5B 鄧子滔 

2C 賴秋潤   5C 陳偉賢 

2C 鄧熹賢   5C 黃恩希 

2D 楊樂熙   5D 羅浩軒 

2D 范子躍   5D 鄧晧賢 

 

 

賽事編號( A3 )  P3 男子跳遠       賽事編號( A6 )  P6 男子跳遠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3A 陳昶輝   6A 梁子康 

3A 陳顯富   6A 曾章航 

3B 陳衍兆   6B 宋家偉 

3B 吳鏞坤   6B 戴斯樂 

3C 李俊鋮   6C 朱樂騫 

3C 李汭圻   6C 廖偉軒 

3D 鄭焌希   6D 梁梓曦 

3D 莫子駿   6D 李晋廷 

 

 

 

 

 



(B) 女子跳遠  

 

賽事編號( B1 )  P1 女子立定跳遠      賽事編號( B4 )  P4 女子跳遠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錢穎嘉   4A 趙楠烯 

1A 黃詠珊   4A 李娜雅 

1B 陳安琳   4B 許惠淳 

1B 陳婧涵   4B 盧子淇 

1C 陳瑋婷   4C 鄧梓晴 

1C 洪梓琪   4C 黃語詩 

1D 鄭蘊怡   4D 楊凱童 

1D 黃芷君     

 

 

賽事編號( B2 )  P2 女子立定跳遠      賽事編號( B5 )  P5 女子立定跳遠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2A 鄭芷晴   5A 何其殷 

2A 温晞妍   5A 梁梓凌 

2B 區維雅   5B 何悅殷 

2B 胡睿棋   5B 黃詩雅 

2C 關日晴   5C 邱嘉琳 

2C 樂嘉穎   5C 黃綺妍 

2D 洪培恩   5D 區凱嵐 

2D 毛澄如   5D 陳芷妍 

 

 

賽事編號( B3 )  P3 女子跳遠       賽事編號( B6 )  P6 女子跳遠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3A 羅奕晴   6A 陳麗尤 

3A 曾怡菱   6A 余婧媱 

3B 馮熙喬   6B 陳鈺瑩 

3B 黃鈺涵   6B 李慧萱 

3C 王玫淇   6C 譚紫妍 

3C 曾卓穎   6C 黃藴靈 

3D 陳卓楠   6D 陳潁軒 

3D 李樂晴   6D 周樂陶 

 

 

 

 

 

 

 

 

 



(C) 男子擲項  

 

賽事編號( C1 )  P2 男子擲豆袋       賽事編號( C4 )  P6 男子擲壘球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2A 李嘉桓   6A 張葦航 

2A 吳凱逸   6A 李和善 

2B 黎樂謙   6B 林泳樺 

2B 李卓諾   6B 李偉然 

2C 張宇田   6C 陳漳旭 

2C 韓洛銘   6C 鐘旺慶 

2D 陸思源   6D 昝進亨 

2D 曾英傑   6D 李進華 

 

 

賽事編號( C2 )  P1 男子擲豆袋       賽事編號( C5 )  P3 男子擲木球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蔡培浚   3A 陳健穎 

1A 邱丞睿   3A 陳瑋豪 

1B 勞俊宇   3B 陳由鵬 

1B 葉梓熙   3B 黃柏霖 

1C 陳宇浩   3C 周培晉 

1C 周嘉益   3C 陳梓熙 

1D 張家進   3D 陳德誠 

1D 阮泳璁   3D 梁瑋舜 

 

 

賽事編號( C3 )  P5 男子擲壘球       賽事編號( C6 )  P4 男子擲木球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5A 陳槺塬   4A 陳柏朗 

5A 張偉培   4A 謝梓城 

5B 張宇翹   4B 張浩庭 

5B 梁洛龍   4B 戴浩宇 

5C 程晋雨   4C 陳柏朗 

5C 蔡承侑   4C 張德進 

5D 陳睿謙   4D 宋桂帆 

5D 王浩琛   4D 蔡洪埔 

 

 

 

 

 

 

 

 

 



(D) 女子擲項  

 

賽事編號( D1 )  P2 女子擲豆袋       賽事編號( D4 )  P6 女子擲壘球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2A 蔚夏   6A 張欣庭 

2A 葉思晴   6A Salina 

2B 劉紫淮   6B 林愛瑜 

2B 方華   6B 梁錦恩 

2C 黃芷淇   6C 莊芷晴 

2C 葉穎儀   6C 伍栩儀 

2D 陳樂欣   6D 鍾嘉寶 

2D 吳妍   6D 麥懿澄 

 

 

賽事編號( D2 )  P1 女子擲豆袋       賽事編號( D5 )  P3 女子擲木球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方貝琳   3A 張可兒 

1A 李月開   3A 甄嘉琪 

1B 陳潼桐   3B 陳曉楹 

1B 張柏琳   3B 邱紫柔 

1C 蔡珺夢   3C 林芊兒 

1C 陳鉦雅   3C 吳楊程 

1D 陳子喬   3D 陳羽欣 

1D 黎苡蕎   3D 劉燕珊 

 

 

賽事編號( D3 )  P5 女子擲壘球       賽事編號( D6 )  P4 女子擲木球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5A 梁曉柔   4A 陳姵琦 

5A 劉卓盈   4A 趙偲詠 

5B 巫芷瑩   4B 呂雅鏇 

5B 莫芷瑩   4B 吳希銅 

5C 李玥頤   4C 洪梓珊 

5D 陳霄霏   4C 江凱琳 

5D 黎芷瑜   4D 周樂恩 

    4D 林欣諾 

 

 

 

 

 

 

 

 

 

 



石籬天主教小學 

2022-2023 親子運動會 

工作人員名單 
 

典禮及秩序 
會場監督  鄧烈文校長 

活動統籌  余嘉亨 

救傷  醫療輔助隊 

典禮司儀  (開幕禮+祈禱)金  麗 

(頒獎禮+祈禱)張玉蓮  

招待  金  麗 張玉蓮 

管理小女童軍  梁麗玲 陳少茗  

管理升旗隊  白娜蓉 陳健偉 黃思聰 

管理家長義工  何秀慧 袁啟安 

管理服務生  余嘉亨 

場地器材  阮嘉頴 畢淑儀 工友 

場地佈置、總務  阮嘉頴 畢淑儀 工友 

攝影、攝錄及音響  程志康 盧影婷 

典禮用品、管理獎品及領獎生  梁麗玲 陳少茗 陸珮琳 劉婉婷 

司令台及宣佈  黃之詠 曾敏婷 陳艷芳 

管理看台秩序  (P6) 陳彩雯 周婉儀 

(P5) 陳俏儀 黃思聰 

(P4) 曹嘉慧 莫嘉雯 甘育嬋 

(P3) 杜淑嫺 劉珮濂 蘇慧欣 

(P2) 麥晋維 余淑娟 劉泊均 白娜蓉 

(P1) 陳皓瑜 黃小慧 吳靜芳 黃碧莉 

 
田徑賽事 

徑賽裁判長  李傑豪 

   徑賽召集  喬慧儀 陳煒貞 梁美蘭 梅敏婷 

   上線  沈卓霖 郭嘉慧 

   發令  李傑豪 黃文臻 

   名次  麥慧心 陳芷瑩 楊子逸 家長義工(6 名) 

   計時  場地電子計時 

   終點紀錄  陳淑儀 馬素吟 

田賽裁判長  潘達輝 

   女子跳遠  梁淑霞 林桂儀 

   男子跳遠  潘達輝 蔡正軒 

   女子擲項  高月華 Munaza 

   男子擲項  黃正倫 吳銘濠 

接力比賽負責人  潘達輝 

   師生家長校友接力 

 發令：李傑豪 黃文臻 

召集：喬慧儀 陳煒貞 梁美蘭 

上線：沈卓霖 蔡正軒 

(指導服務生帶領運動員往接棒區)  

檢察：余嘉亨(第一接棒區) 高月華(第二接棒區) 

      梁淑霞(第三接棒區) 潘達輝(起點終點) 

 
親子遊戲 

主持（講解）  何秀慧 

攤位遊戲負責人 
 何秀慧 廖淑娟 何綺華 胡凱欣 陳健偉 姜子健 賴慶如 

馬嘉營 袁啟安 鄧如意 Christopher Lo 家長義工(24 名) 

召集 (帶領家長及學生由看台前往          

遊戲場地) 及 遊戲期間秩序 

 

 

 (P1) 陳皓瑜 黃小慧 吳靜芳 黃碧莉 

 (P2) 麥晋維 余淑娟 劉泊均 白娜蓉 

 



1. 獎勵方法及名額 

(i) 個人獎及接力賽：獎牌獎前四名。 

(ii) 團體獎：三至六年級每級獎第一名。 

 

2. 團體獎計分方法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個人項目得分 9 7 6 5 4 3 2 1 

接力項目得分 18 14 12 10 8 6 4 2 

*本學年不設接力比賽 

 

★ 若總分相同，則計算同分班別獲得冠軍之數目，多者為勝，再相同，則計算亞軍數目，

依次類推，接力項目與個人項目無分輕重。 

 

 

 

鳴謝 

 
主禮嘉賓黃金寶先生 

城門谷運動場員工協助 

醫療輔助隊擔任救護工作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