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賽：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楊鈞安 聖安多尼學校 冠軍 張藝馨 寶血小學

亞軍 鄭裕恒 聖公會聖米迦勒小學 亞軍 鄧雪汶 聖公會呂明才紀念小學(上午)

季軍 蘇梓豪 聖公會呂明才紀念小學(上午) 季軍 何秋瑜 聖嘉勒小學(上午校)

季軍 莊賢軒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季軍 姚彤螢 聖嘉勒小學(上午校)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陳梓軒 蘇浙小學 冠軍 何迪琳 聖保祿學校(小學部)

亞軍 張家朗 北角官立小學 亞軍 楊淇雅 蘇浙小學

季軍 李子樬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季軍 周穎津 嘉諾撒聖方濟各學校

季軍 黃煜耀 新加坡國際學校 季軍 楊凱夷 聖安多尼學校

團體成績：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聖公會呂明才紀念小學(上午) 冠軍 聖嘉勒小學(上午校)

亞軍 滬江維多利亞學校 亞軍 聖公會呂明才紀念小學(上午)

季軍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勒小學 季軍 寶血小學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蘇浙小學 冠軍 聖保祿學校(小學部)

亞軍 滬江維多利亞學校 亞軍 聖公會呂明才紀念小學(上午)

季軍 聖保羅書院小學 季軍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勒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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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陳佑開 九龍塘學校(小學部) 冠軍 陳煦騏 民生書院(小學部)

亞軍 徐皓軒 馬頭涌官立小學 亞軍 葉穎琳 聖公會九龍灣基樂小學

季軍 汪梓浩 九龍塘學校(小學部) 季軍 李嘉琦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季軍 畢世昌 喇沙小學 季軍 蔡曉亮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饒銘灝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冠軍 陳暖心 德望學校(小學部)

亞軍 陳譽峰 拔萃小學 亞軍 余在祈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季軍 容浩懷 香港培正小學 季軍 吳熹彤 九龍真光中學附屬小學

季軍 黃頌曦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季軍 黃詠姿 九龍塘學校(小學部)

團體成績：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九龍塘學校(小學部) 冠軍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亞軍 喇沙小學 亞軍 民生書院(小學部)

季軍 聖公會九龍灣基樂小學 季軍 聖公會九龍灣基樂小學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冠軍 德望學校(小學部)

亞軍 拔萃小學 亞軍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季軍 喇沙小學 季軍 九龍塘學校(小學部)

九龍一區 比賽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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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鄧沛霆 啟基學校 冠軍 鄭曉霖 啟基學校

亞軍 劉以樂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亞軍 何朗詩 啟基學校

季軍 鍾皓天 啟基學校 季軍 羅希彤 啟基學校

季軍 陳廣橋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下午校 季軍 何卓煊 拔萃女小學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何肇亨 啟基學校 冠軍 劉卓瑜 啟基學校

亞軍 關洛汯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亞軍 甄晧晴 啟基學校

季軍 陳奐生 德信學校 季軍 方詠琳 拔萃女小學

季軍 黃天樂 啟基學校 季軍 李彩怡 啟基學校

團體成績：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啟基學校 冠軍 啟基學校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亞軍 拔萃女小學

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下午校 季軍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啟基學校 冠軍 啟基學校

亞軍 德信學校 亞軍 拔萃女小學

季軍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季軍 聖瑪加利男女英文中小學

九龍二區 比賽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2007-2008 年度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個人賽：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李立言 基督教粉嶺神召會小學 冠軍 溫倩衡 培基小學

亞軍 陳匯銘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及全日制) 亞軍 龔沛蔚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季軍 李海鵬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及全日制) 季軍 袁詠詩 沙田崇真學校

季軍 梁悟因 天主教聖安德肋小學 季軍 梁知行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及全日制)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柯俊而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冠軍 袁可澄 培基小學

亞軍 蕭詠熹 培基小學 亞軍 吳詠霖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及全日制)

季軍 謝泳程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季軍 王俊鋑 大埔舊墟公立學校

季軍 張景禧 沙田循道衛理小學 季軍 姚玥 大埔舊墟公立學校(寶湖道)

團體成績：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及全日制) 冠軍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亞軍 基督教粉嶺神召會小學 亞軍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及全日制)

季軍 沙田循道衛理小學 季軍 培基小學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培基小學 冠軍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及全日制)

亞軍 培僑書院 亞軍 培基小學

季軍 沙田循道衛理小學 季軍 大埔舊墟公立學校(寶湖道)

新界一區 比賽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2007-2008 年度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個人賽：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劉俊邦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冠軍 曾子盈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黃楚標學校

亞軍 黃家俊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亞軍 何思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季軍 吳嘉裕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季軍 謝詠欣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季軍 林敬朗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季軍 陳美娜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簡瑞麟 和富慈善基金李宗德小學 冠軍 李芷瑩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亞軍 陳家寶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亞軍 何烺圻 和富慈善基金李宗德小學

季軍 周游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季軍 莊淞玲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季軍 林軒霆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季軍 陳子蕎 荃灣公立何傳耀紀念小學

團體成績：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冠軍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亞軍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黃楚標學校

季軍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黃楚標學校 季軍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冠軍 荃灣公立何傳耀紀念小學

亞軍 和富慈善基金李宗德小學 亞軍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季軍 救世軍林拔中紀念學校 季軍 和富慈善基金李宗德小學

新界二區 比賽成績



個人賽：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冠軍 鄧沛霆 啟基學校 冠軍 鄭曉霖 啟基學校

亞軍 徐皓軒 馬頭涌官立小學 亞軍 陳煦騏 民生書院(小學部)

季軍 畢世昌 喇沙小學 季軍 羅希彤 啟基學校

季軍 楊鈞安 聖安多尼學校 季軍 張藝馨 寶血小學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冠軍 饒銘灝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冠軍 劉卓瑜 啟基學校

亞軍 張家朗 北角官立小學 亞軍 陳暖心 德望學校(小學部)

季軍 何肇亨 啟基學校 季軍 余在祈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季軍 陳梓軒 蘇浙小學 季軍 黃詠姿 九龍塘學校(小學部)

全港賽 比賽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2007-2008 年度全港小學劍擊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