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性別 距離 姓名 學校 名次 時間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陳恩瑜 聖公會聖彼德小學 第⼀名 00:19.402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謝卓殷 港大同學會小學 第二名 00:19.764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黎蓁兒 北角衛理小學 第三名 00:23.315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施穎霖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四名 00:24.083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黃向晴 北角衛理小學 第五名 00:25.604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陳日朗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第六名 00:26.682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鄭晞瞳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七名 00:28.004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Hui Sum Yin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八名 00:29.050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黃雅妮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九名 00:30.695
⼩學⼀⾄⼆年級 女子 125米 Lee Hiu Ching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十名 00:32.133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謝卓殷 港大同學會小學 第⼀名 00:35.087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麥家晞 香港培正小學 第二名 00:37.201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徐煒婷 聖安多尼學校 第三名 00:38.873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Lai Cheuk Kei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四名 00:42.480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黃向晴 北角衛理小學 第五名 00:48.169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鄭晞睛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六名 00:54.426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陳日朗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第七名 00:58.675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Hui Sum Yin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八名 00:59.719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江希曈 北角衛理小學 第九名 01:00.032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鄭晞瞳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十名 01:03.289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Wong Wang Me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名 01:42.588
⼩學⼀⾄⼆年級 女子 250米 李愷晴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十二名 02:40.571
⼩學⼀⾄⼆年級 女子 375米 麥家晞 香港培正小學 第⼀名 00:52.130
⼩學⼀⾄⼆年級 女子 375米 陳恩瑜 聖公會聖彼德小學 第二名 00:52.480
⼩學⼀⾄⼆年級 女子 375米 陳月言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三名 00:55.320
⼩學⼀⾄⼆年級 女子 375米 Lai Cheuk Kei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四名 01:08.240
⼩學⼀⾄⼆年級 女子 375米 鄭晞睛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五名 01:20.830
⼩學⼀⾄⼆年級 女子 375米 江希曈 北角衛理小學 第六名 01:40.080
⼩學⼀⾄⼆年級 女子 375米 Lee Hiu Ching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七名 01:49.830
⼩學⼀⾄⼆年級 女子 375米 胡依琳 北角衛理小學 第八名 02:08.110
⼩學⼀⾄⼆年級 女子 40米 陳嫣然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第⼀名 00:08.076
⼩學⼀⾄⼆年級 女子 40米 施穎霖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二名 00:08.378
⼩學⼀⾄⼆年級 女子 40米 黎蓁兒 北角衛理小學 第三名 00:08.848
⼩學⼀⾄⼆年級 女子 40米 Sze Hoi Yiu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四名 00:10.407
⼩學⼀⾄⼆年級 女子 40米 李愷晴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五名 00:16.259
⼩學⼀⾄⼆年級 女子 40米 Lui Hei Yau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六名 00:16.992
⼩學⼀⾄⼆年級 女子 500米 陳月言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名 01:15.786
⼩學⼀⾄⼆年級 女子 500米 陳嫣然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第二名 01:17.008
⼩學⼀⾄⼆年級 女子 500米 Sze Hoi Yiu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三名 01:49.756
⼩學⼀⾄⼆年級 女子 500米 黃雅妮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四名 02:01.158
⼩學⼀⾄⼆年級 女子 500米 Wong Wang Me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五名 02:03.513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廖俊逸 高主教書院小學 第⼀名 00:17.744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蔡澤朗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第二名 00:17.929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劉劻博 北角官立小學 第三名 00:18.651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游睿喬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四名 00:19.145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Chuk Hok Lam 聖嘉祿學校 第五名 00:20.577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盧竣謙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第六名 00:22.080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杜梓軒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七名 00:24.000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陳燁 北角衛理小學 第八名 00:24.180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Lee Chun Ho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九名 00:24.224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林⼀⼼ 滬江小學 第十名 00:24.579
⼩學⼀⾄⼆年級 男子 125米 Louis Ooi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名 00:45.822
⼩學⼀⾄⼆年級 男子 250米 蔡澤朗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第⼀名 00:33.427
⼩學⼀⾄⼆年級 男子 250米 何天俞 中⻄區聖安多尼學校 第二名 00:33.806
⼩學⼀⾄⼆年級 男子 250米 王鳴謙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第三名 00:43.645
⼩學⼀⾄⼆年級 男子 250米 林⼀⼼ 滬江小學 第四名 00:45.032
⼩學⼀⾄⼆年級 男子 250米 Ho Cheuk Wa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五名 00:57.060
⼩學⼀⾄⼆年級 男子 250米 Wong Hung Fa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六名 01:09.112
⼩學⼀⾄⼆年級 男子 250米 Wong Yu Hin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七名 01:19.390
⼩學⼀⾄⼆年級 男子 375米 Clayton Chong 聖安多尼學校 第⼀名 00:49.479
⼩學⼀⾄⼆年級 男子 375米 劉劻博 北角官立小學 第二名 00:51.429
⼩學⼀⾄⼆年級 男子 375米 李競唐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第三名 00:52.676
⼩學⼀⾄⼆年級 男子 375米 陳銘聰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第四名 01:03.914
⼩學⼀⾄⼆年級 男子 375米 王鳴謙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第五名 01:04.178
⼩學⼀⾄⼆年級 男子 375米 Wan Tsz Yu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六名 01:06.041
⼩學⼀⾄⼆年級 男子 375米 Chu Qiao Jie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七名 01:08.766
⼩學⼀⾄⼆年級 男子 375米 陳燁 北角衛理小學 第八名 01:08.933
⼩學⼀⾄⼆年級 男子 40米 廖俊逸 高主教書院小學 第⼀名 00:07.304
⼩學⼀⾄⼆年級 男子 40米 Wan Tsz Yu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二名 00:07.658
⼩學⼀⾄⼆年級 男子 40米 游睿喬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三名 00:07.855
⼩學⼀⾄⼆年級 男子 40米 盧竣謙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第四名 00:08.150
⼩學⼀⾄⼆年級 男子 40米 Chuk Hok Lam 聖保祿學校 第五名 00:08.334
⼩學⼀⾄⼆年級 男子 40米 Chan Pak Yu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六名 00:08.557
⼩學⼀⾄⼆年級 男子 40米 杜梓軒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七名 00:08.789
⼩學⼀⾄⼆年級 男子 500米 李競唐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第⼀名 01:03.825
⼩學⼀⾄⼆年級 男子 500米 Clayton Chong 聖安多尼學校 第二名 01:04.968
⼩學⼀⾄⼆年級 男子 500米 何天俞 中⻄區聖安多尼學校 第三名 01:05.476



⼩學⼀⾄⼆年級 男子 500米 陳銘聰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第四名 01:25.025
⼩學⼀⾄⼆年級 男子 500米 Chan Pak Yu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五名 01:39.000
⼩學⼀⾄⼆年級 男子 500米 Lam Wing Hin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六名 01:44.520
⼩學⼀⾄⼆年級 男子 500米 Wong Yu Hin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七名 N/A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000米 施穎桐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名 02:33.991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000米 黃伊靖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二名 02:36.373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000米 雷茵喬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第三名 02:44.81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000米 游焯珊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四名 02:58.61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000米 劉靜彤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第五名 03:04.831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000米 吳芷穎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第六名 03:19.853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000米 Leung Hoi Lam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七名 03:50.15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000米 Chang Yiu He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八名 03:59.534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陳婧瑜 北角官立小學 第⼀名 00:19.35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鄧宇喬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二名 00:20.378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譚名津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三名 00:21.02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謝凱晴 港大同學會小學 第四名 00:21.554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乜思雅 般咸道官立小學 第五名 00:21.890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李沅蕙 聖嘉勒小學 第六名 00:23.081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屈田心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七名 00:23.406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Leung Hoi Lam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八名 00:23.965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蔡家霖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九名 00:24.185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蘇貝兒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十名 00:24.46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Cheung Tsz Tung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第⼗⼀名 00:27.113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劉靜彤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第十二名 00:28.17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余傲霖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第十三名 00:32.47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125米 Dhillon Tania Kaur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十四名 00:36.744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陳婧瑜 北角官立小學 第⼀名 00:34.374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盧冠玥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第二名 00:35.11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倪敏彥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第三名 00:36.645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樊嘉蕙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四名 00:38.391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乜思雅 般咸道官立小學 第五名 00:39.87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謝凱晴 港大同學會小學 第六名 00:40.766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蘇貝兒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七名 00:41.267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李沅蕙 聖嘉勒小學 第八名 00:41.44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譚琬凝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九名 00:44.287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蔡家霖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十名 00:44.60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譚名津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名 00:45.805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Cheung Ching Lam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十二名 N/A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Chang Yiu He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十二名 01:07.813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250米 余傲霖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第十三名 01:09.987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黃伊靖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名 00:50.521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盧冠玥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第二名 00:53.011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鄧宇喬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三名 00:54.65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周珈蔚 聖安多尼學校 第四名 00:54.987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倪敏彥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第五名 00:55.987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樊嘉蕙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六名 00:57.756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黎桉礽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七名 00:58.468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屈田心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八名 01:08.24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Cheung Tsz Tung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第九名 01:12.108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Cheung Ching Lam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十名 01:28.035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375米 Fan On Ne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名 01:41.79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500米 游焯珊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名 01:05.635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500米 施穎桐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二名 01:05.867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500米 雷茵喬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第三名 01:06.139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500米 譚琬凝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第四名 01:08.158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500米 黎桉礽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五名 01:14.071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500米 吳芷穎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第六名 01:17.757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500米 Fan On Ne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七名 01:35.631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 500米 Dhillon Tania Kaur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八名 01:38.523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000米 劉昊政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名 02:04.624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000米 廖俊羲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第二名 02:09.951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000米 Yau Kin To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三名 02:10.246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000米 Chan Jovy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四名 04:35.914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25米 余子樂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第⼀名 00:17.090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25米 Yau Kin To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二名 00:18.307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25米 鄧⼀森 九龍聖三⼀堂⼩學 第三名 00:20.120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25米 蔣宇軒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四名 00:20.325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25米 陳軍杰 丹拿山循道學校 第五名 00:25.062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25米 李伯譽 聖馬可小學 第六名 00:26.224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125米 麥毅輝 北角循道學校 第七名 00:30.130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廖俊羲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第⼀名 00:31.259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周正熙 筲箕灣崇真學校 第二名 00:32.119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陳星宇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三名 00:32.308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吳海弘 般咸道官立小學 第四名 00:36.194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李弘熙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五名 00:36.604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劉卓健 中⻄區聖安多尼學校 第六名 00:38.667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蔣宇軒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七名 00:38.866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陳軍杰 丹拿山循道學校 第八名 00:53.898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Lei Chun Yin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九名 00:55.909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李伯譽 聖馬可小學 第十名 00:59.447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250米 麥毅輝 北角循道學校 第⼗⼀名 N/A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375米 劉昊政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名 00:45.847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375米 劉卓健 中⻄區聖安多尼學校 第二名 00:52.760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375米 周正熙 筲箕灣崇真學校 第三名 00:53.372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375米 鄧⼀森 九龍聖三⼀堂⼩學 第四名 00:54.538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375米 吳海弘 般咸道官立小學 第五名 01:03.329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375米 Yeung Chuen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六名 01:07.036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375米 Lai Hin Pan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七名 01:24.141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500米 余子樂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第⼀名 01:01.492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500米 陳星宇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二名 01:01.748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500米 李弘熙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三名 01:04.329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 500米 Lei Chun Yin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四名 01:44.222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125米 蔡澤瑜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第⼀名 00:17.554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125米 褚沛廷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第二名 00:21.179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125米 吳倬淋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三名 00:23.638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125米 Wong Nok Lam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四名 00:24:007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125米 翁家希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五名 00:26.456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125米 葉子欣 北角衛理小學 第六名 00:34.698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125米 Tsang Wai Ka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七名 00:38.113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250米 蔡澤瑜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第⼀名 00:31.889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250米 吳倬淋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二名 00:44.865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250米 翁家希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三名 00:50.346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250米 Tsang Wai Ka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四名 01:05.314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250米 葉子欣 北角衛理小學 第五名 01:08.698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375米 許敏姿 北角衛理小學 第⼀名 00:45.867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375米 林億盈 北角衛理小學 第二名 00:51.833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375米 褚沛廷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第三名 00:57.190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375米 陳日晴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第四名 01:23.381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500米 許敏姿 北角衛理小學 第⼀名 01:00.731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500米 林億盈 北角衛理小學 第二名 01:11.931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500米 Wong Nok Lam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三名 01:32.880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 500米 陳日晴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第四名 01:39.062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000米 梁詠軒 北角衛理小學 第⼀名 02:15.763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000米 葉子駿 北角官立小學 第二名 02:19.929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000米 李弘智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三名 02:42.658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000米 Mat Ka Lok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四名 03:20.721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李弘智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名 00:17.569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高浩鳴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二名 00:18.985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何駿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三名 00:19.527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區皓霖 港大同學會小學 第四名 00:20.100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劉珅佑 北角官立小學 第五名 00:20.610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張煜傑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六名 00:20.810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黃誠智 北角衛理小學 第七名 00:20.886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Mat Ka Lok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八名 00:22.334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125米 方國喬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九名 00:27.187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梁詠軒 北角衛理小學 第⼀名 00:31.425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區皓霖 港大同學會小學 第二名 00:32.466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劉珅佑 北角官立小學 第三名 00:34.590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高浩鳴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四名 00:36.443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何駿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五名 00:37.240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張煜傑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六名 00:39.453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黃誠智 北角衛理小學 第七名 00:40.833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黃迪紳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八名 00:44.915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Lu Nielsen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九名 00:46.502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250米 方國喬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第十名 00:55.013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375米 劉昊朗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名 00:43.905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375米 談澤君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二名 00:44.226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375米 趙震鎧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三名 01:12.250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375米 Chiu Sung La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四名 01:12.947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500米 劉昊朗 香港嘉諾撒學校 第⼀名 00:57.520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500米 談澤君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第二名 00:58.860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500米 葉子駿 北角官立小學 第三名 01:01.489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500米 黃迪紳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四名 01:39.396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 500米 Chiu Sung Lai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第五名 01:41.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