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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場區 學校 初小項目 1 初小項目 2 初小項目 3 初小項目 4 初小項目 5 初小項目 6 初小項目 7 初小項目 8

一 香港嘉諾撒學校 吳焯姸 李俙賢 陳詩珩 李德怡 許茵婷 黃鈊如 程雅茜 王栩瑜

二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劉思澄 徐楚喬 邱靖貽 黃琬澄 曾綽翹 徐靖喬 陳依樂 林曉棠

三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姚宇曦 黃卓溢 楊承曦 郭晙廷

四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黃柏峰 何卓庭 劉曉烙 黎相承

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Rene Sum Tamaki Nam Nam Kento

六 HKCCCU Logos Academy 黃隼哲 韋善行 郭卓泓 羅正誠 王巧兒

七 黃埔宣道小學 陳曉藍 鄒馨 李灝燊

八 天主教明德學校 江柔 甘曉潼 陳馨怡 高鎧渝 胡凱澄

一 港大同學會小學

二 馬鞍山靈糧小學 劉承縉 郭浩謙 鄭善愉 劉祉充

三 天主教柏德學校 黃柏昕 梁皓熙

四 天主教善導小學

五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六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簡卓盈 李鎧堯 伍蕊心 萬琳 范珈瑩

七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SO Pui Yu LAW Ho Yin YU Pui Ga CHAN Ching Hin LAM Mang I Marco OMACHI Riona CHONG Yat Ning Alexis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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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

第

二

組

個人項目出場序(1)



聖誕跳繩嘉年華2018 更新：12 Dec 2018

組別 場區 學校 高小項目 1 高小項目 2 高小項目 3 高小項目 4 高小項目 5 高小項目 6 高小項目 7 高小項目 8

一 香港嘉諾撒學校

二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陳彥彤 黃靖淇 馬卓盈

三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梁思朗 區梓喬 陳力煒 梁柏睿 伍俊羲 黃鉦皓 何亦藍 黃柏諺

四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黃軍婷 李可茵 陳君俠 羅曉晴 彭詩茵 陳錦瀅 李紫婷 方潔

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Lai Ko Wong Yeuk Min Fafa Kaida Rio Tan Yun Pei Katriny Tan Yun Kai Katrina

六 HKCCCU Logos Academy 黃子穎 王卓灝 李思堯 劉璟炘 黎希霖 鄭家瑩 盧芍津

七 黃埔宣道小學 陳亮言 劉心樂 王皓霖 王子洛 彭麗盈 林卓穎 吳秉陶 莫苗欣

八 天主教明德學校 張穎喬 林子謙 陳安盈 黃煦悅 陳錦楹 郭心柔 楊皓軒

一 港大同學會小學 施清悅 凌臻 Ip Joyce Tsz Ying 秦詩芸 謝卓殷 周希彤 周皓祈 張芷蓁

二 馬鞍山靈糧小學 劉子華 楊澤筠 羅煒舜 謝晉林 劉栩彤 丘浩哲 馬瑋翹 劉祉攸

三 天主教柏德學校 何琛言 潘欣諾 楊柏軒 郭子情 黃芷淇 連悅 梁芷嫣 許旭晴

四 天主教善導小學 黃煒晴 李家馨 黃佩雯 姜紫媃 廖芷霆 蘇迎春 劉嘉兒 廖誠頌

五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吳楚堯 黃燕祺 柯詠茵 沈依慧 王兒 陳詩瑩 梁樂滛

六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陳卓峰 陳以翹 范皚浚 黃可怡 鄺銥圻 楊啟南 林芳羽

七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SHEA Lok Yin LU-NIELSEN, Marcus WONG Po Yuet Charlotte LEE Hiu Ching Katrina  Thong Ho Chun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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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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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個人項目出場序(2)



聖誕跳繩嘉年華2018 更新：12 Dec 2018

組別 場區 學校

一 香港嘉諾撒學校 黃鈊如、陳以琳 初小 李俙賢、程雅茜 初小 李德怡、陳詩珩 初小

二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林曉棠、黃琬澄 初小 劉思澄、陳依樂 初小

三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姚宇曦、黃鉦皓 高小 黃柏諺、梁柏睿 高小 何亦藍、伍俊羲 高小

四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黎相承, 劉曉烙 初小 黃柏峰, 何卓庭 初小 陳錦瀅, 李可茵 高小

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Rene Sum、Nam Nam 初小 Tan Yun Pei Katriny, Kaida Rio 高小 Tamaki, Kento 初小

六 HKCCCU Logos Academy 韋善行、王巧兒 初小 黃子穎、李思堯 高小 鄭家瑩、盧芍津 高小

七 黃埔宣道小學 陳亮言, 吳秉陶 高小 彭麗盈, 王子洛 高小 劉心樂, 林卓潁 高小

八 天主教明德學校 楊皓軒、林子謙 高小 陳錦楹、陳安盈 高小 江柔、高鎧渝 初小

一 港大同學會小學 周樂晴、周希彤 高小 施清悅、凌臻 高小 周映琳、周皓祈 高小

二 馬鞍山靈糧小學 劉祉充、鄭善愉 初小 馬瑋翹、羅煒舜 高小 郭浩謙、劉承縉 初小

三 天主教柏德學校 梁芷嫣、潘欣諾 高小 郭子情、楊柏軒 高小 何琛言、黃芷韻 高小

四 天主教善導小學 劉嘉兒、鄧穎妍 高小 廖誠頌、曾麗瑩 初小 李希彤、黃敏淇 高小

五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吳想堯、黃燕祺 高小 柯詠茵、沈依慧 高小

六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陳以翹、林芳羽 高小 鄺銥圻、黃可怡 高小 萬琳、范珈瑩 初小

七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SHEA Lok Yin、LEE Hiu Ching Katrina  高小 YU Pui Ga、CHAN Ching Hin 初小 LAM Mang I Marco、LAW Ho Yin 初小

八

多人項目出場序(1)

1.  朋友跳側擺套人 2.  連鎖單車步 3.  單側迴旋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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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場區 學校

一 香港嘉諾撒學校 王栩瑜、吳卓琛、李依澄 初小 吳焯姸、許茵婷、王亮之 初小

二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陳彥彤、黃靖淇、馬卓盈 高小 徐靖喬、邱靖貽、曾綽翹 初小

三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黃卓溢、楊承曦、郭晙廷 初小 梁思朗、區梓喬、陳力煒 高小

四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方潔, 李紫婷, 陳君俠 高小 彭詩茵, 黃軍婷, 羅曉晴 高小

五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Lai Ko, Wong Yeuk Min Fafa, Tan Yun Kai Katrina 高小

六 HKCCCU Logos Academy 郭卓泓、羅正誠、黃隼哲 初小 黎希霖、王卓灝、劉璟炘 高小

七 黃埔宣道小學 陳曉藍, 鄒馨, 李灝燊 初小 莫苗欣, 王皓霖, 吳秉燁 高小

八 天主教明德學校 郭心柔、張穎喬、黃煦悅 高小 甘曉潼、陳馨怡、胡凱澄 初小

一 港大同學會小學 謝卓殷、秦詩芸、張芷蓁 高小 Ip Joyce tsz ying、陳祿知、鄭心愉 高小

二 馬鞍山靈糧小學 謝晉林、劉子華、丘浩哲 高小 劉祉攸、劉栩彤、楊澤筠 高小

三 天主教柏德學校 黃紫芊、黃柏昕、梁皓熙 高小 許旭晴、黃芷淇、連悅 高小

四 天主教善導小學 李家馨、姜紫媃、廖芷霆 高小 蘇迎春、黃佩雯、黃煒晴 高小

五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王兒、陳詩瑩、梁樂滛 高小

六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楊啟南、范皚浚、陳卓峰 高小 伍蕊心、李鎧堯、簡卓盈 初小

七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CHONG Yat Ning Alexis、OMACHI Riona、SO Pui Yu 初小 WONG Po Yuet Charlotte、LU-NIELSEN, Marcus、Thong Ho Chun 高小

八

5.  二人穿梭朋友跳

第

一

組

第

二

組

多人項目出場序(2)

4.  三人單側迴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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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場區 學校

一 香港嘉諾撒學校 許茵婷、王栩瑜、李德怡、吳卓琛、李依澄、陳以琳、吳焯姸 初小

二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曾綽翹、徐楚喬、徐靖喬、邱靖貽、陳彥彤、黃靖淇、馬卓盈 高小

三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姚宇曦、黃柏諺、黃鉦皓、梁柏睿、郭晙廷、黃卓溢、楊承曦 高小

四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李可茵, 方潔, 李紫婷, 劉曉烙, 何卓庭, 黃柏峰, 黎相承 高小

一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二 HKCCCU Logos Academy 黃子穎、劉璟炘、李思堯、黎希霖、盧芍津、王卓灝、鄭家瑩 高小

三 黃埔宣道小學 陳曉藍, 鄒馨, 李灝燊, 王子洛, 彭麗盈, 吳秉燁, 王皓霖 高小

四 天主教明德學校 1.張穎喬 2. 林子謙 3. 陳安盈 4. 黃煦悅 5. 楊皓軒 6. 陳錦楹 7. 郭心柔 高小

一 港大同學會小學 周映琳、周皓祈、周希彤、周樂晴、陳祿知、鄭心愉、ip Joyce tsz ying 高小

二 馬鞍山靈糧小學 羅煒舜、劉祉攸、丘浩哲、劉承縉、鄭善愉、劉祉充、劉栩彤 高小

三 天主教柏德學校 何琛言、楊柏軒、黃芷韻、郭子情、黃紫芊、梁皓熙、許旭晴 高小

四 天主教善導小學 黃煒晴、曾麗瑩、李希彤、李家馨、黃敏淇、黃佩雯、廖芷霆 高小

一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吳楚堯、黃燕祺、柯詠茵、沈依慧、王兒、陳詩瑩、梁樂滛 高小

二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陳卓峰、陳以翹、范皚浚、黃可怡、鄺銥圻、林芳羽、楊啟南 高小

三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YU Pui Ga、LAW Ho Yin、LAM Mang I Marco、CHAN Ching Hin、CHONG Yat Ning Alexis、OMACHI Riona、SO Pui Yu 初小

四

團體項目出場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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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場區 學校

一 香港嘉諾撒學校 李俙賢、程雅茜、陳詩珩、黃鈊如、王亮之 初小

二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三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力煒、伍俊羲、區梓喬、梁思朗、何亦藍 高小

四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彭詩茵, 黃軍婷, 陳君俠, 陳錦瀅, 羅曉晴 高小

一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Lai Ko、Tan Yun Pei Katriny、Tan Yun Kai Katrina、Kaida Rio、Rene Sum 高小

二 HKCCCU Logos Academy 卓泓、黃隼哲、韋善行、王巧兒、羅正誠 初小

三 黃埔宣道小學 林卓潁, 劉心樂, 莫苗欣, 陳亮言, 吳秉陶 高小

四 天主教明德學校 1.江柔 2. 甘曉潼 3. 胡凱澄 4. 陳馨怡 5. 高鎧渝 初小

一 港大同學會小學 謝卓殷、秦詩芸、凌臻、施清悅、張芷蓁 高小

二 馬鞍山靈糧小學 劉子華、馬瑋翹、謝晉林、楊澤筠、郭浩謙 高小

三 天主教柏德學校 黃柏昕、梁芷嫣、連悅、潘欣諾、黃芷淇 高小

四 天主教善導小學 廖誠頌、姜紫媃、劉嘉兒、蘇迎春、鄧穎妍 高小

一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二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伍蕊心、李鎧堯、范珈瑩、簡卓盈、萬琳 初小

三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EE Hiu Ching 、Wong Po Yuet、SHEA Lok Yin 、THONG Ho Chun、LU-NIELSEN, Marcus 高小

四

第

四

組

團體項目出場序(2)

2.  五人交互繩雙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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