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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亞軍 季軍

甲組一百米 劉科盈 5C (藍社) 鄭詠恩 6D (紅社) 周曉彤 6B (藍社)

甲組二百米 王淑儀 5B (藍社) 李寶賢 5C (藍社) 馮君婷 5C (紅社)

甲組四百米 車詠欣 6B (黃社) 林曉婷 5C (綠社) 鄭穎欣 5C (綠社)

甲組八百米 林曉婷 5C (綠社) 陳穎希 6B (紅社) 伍嘉希 6B (紅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乙組一百米 麥芯妍 4B (黃社) 蘇子玲 4B  (黃社) 謝佩宜 3C (黃社)

乙組二百米 陳嘉欣 4A (紅社) 謝佩宜 3C  (黃社) 李敏儀 3D (黃社)

乙組四百米 李諾茵 4B (紅社) 黃映淘 3A (黃社) 何樂心 3A (綠社)

乙組八百米 湯芷珊 3B (紅社) 麥芯妍 4B  (黃社) 陳倩曈 4D (紅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丙組一百米 歐可欣 2D (藍社) 吳嘉敏 2A (紅社) 李忠荍 2C (藍社)

丙組二百米 李忠荍 2C (藍社) 黃塏埕 2D (藍社) 許詠茵 2A (紅社)

丙組四百米 吳嘉敏 2A (紅社) 麥倚婷 2C (綠社) 鍾綽珈 2C (藍社)

丙組八百米 鍾綽珈 2C (藍社) 李幸歡 2D (綠社) /

冠軍 亞軍 季軍

甲組跳高 曾倩盈 5D (藍社) 李麗瑩 4C (藍社) 彭嘉雯 6B (藍社)

乙組跳高 李諾茵 4B (紅社) 葉雅雯 4D (紅社) 何樂心 3A (綠社)

丙組跳高 翁梓瀜 1D (藍社) 李穎妮 2D (藍社) 吳倩儀 1D (藍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甲組跳遠 王淑儀 5B (藍社) 李寶賢 5C (藍社) 周曉彤 6B (藍社)

乙組跳遠 廖梓汶 4A (綠社) 李諾茵 4B (紅社) 許仲文 3C (藍社)

丙組跳遠 歐可欣 2D (藍社) 許詠茵 2A (紅社) 黃塏埕 2D (藍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甲組推鉛球 施朗婷 6B (藍社) 黃心蕎 6A (綠社) 車詠欣 6B (黃社)

乙組推鉛球 彭若桐 4D (紅社) 熊穎琳 3C (藍社) 郭妍杏 3A (綠社) 

丙組擲壘球 李倍瑛 1D (藍社) 吳嘉敏 2A (紅社) 李幸歡 2D (綠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公開組擲鐵餅 施朗婷 5C (藍社) 彭若桐 4D (紅社) 劉科盈 5C (藍社)

公開組 1500米 鄭穎欣 5C (綠社) 鄒嘉欣 5A (紅社) 蔡智欣 4A (綠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甲組 4 X100米接力 藍社 紅社 黃社

乙組 4 X100米接力 紅社 黃社 綠社

丙組 4 X100米接力 藍社 綠社 紅社

中一級 4 X100米接力 1D 1A 1B

中二級 4 X100米接力 2C 2A 2D

中三級4 X100米接力 3C 3D 3B

中四級 4 X100米接力 4B 4C 4A

中五級 4 X100米接力 5C 5D 5B

中六級4 X100米接力 6B 6D 6C

甲組 乙組 丙組

各組全場個人總冠軍 王淑儀 5B (藍社) 李諾茵 4B (紅社) 歐可欣 2D (藍社)

全場個人總冠軍 施朗婷 5C (藍社) 麥芯妍 4B (黃社) 吳嘉敏 2A (紅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社際啦啦隊比賽 綠社 藍社 紅社

社際運動好公民優勝組 紅社

丙組冠軍 藍社

乙組冠軍 紅社

甲組冠軍 藍社

全場總冠軍 藍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