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優才 基德 王余家潔 馮晴 陸慶濤

51分 39分 36分 33分 (1金1銀) 33分 (1金)

馮晴 陸慶濤 優才 將循 梁潔華

55分 35分 32分 (1金1銀) 32分 (1銀) 30分

真道 馮晴 梁潔華 陸慶濤 王余家潔

36分 34分 26分
24分

(1銀2第四名)

24分
(1銀1第四名)

優才 王余家潔 將循 陸慶濤 基德

67分 55分 31分 19分 17分

優才 王余家潔 將循 馮晴 真道

56分 42分 41分 35分 18分

陸慶濤 真道 梁潔華 王余家潔 優才

43分 37分 28分 26分 22分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成績】

日期：6 - 7  / 12 / 2012　　　地點：將軍澳運動場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女子甲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黃梓昊 蔡振強 黃煒霖 陳令沖 曾家樂 鄧卓文 吳嘉烽 袁旻杰

基德 基德 景天 陸慶濤 王余家潔 優才 梁省德 馮晴

7.87 8.858 8.876 8.958 8.961 8.997 9.034 9.184 9.351

100米 黃進禧 歐陽柏皓 莊林浩 曾家樂 吳枷希 鄧卓文 鍾少衡 林嘉榮

陳國威 梁省德 景天 王余家潔 梁潔華 優才 基德 聖安德肋

12.67 13.38 14.18 14.28 14.37 14.50 14.64 14.85 14.91

200米 林頌壹 歐陽柏皓 黃民匡 林嘉榮 鄧梓禧 楊亨進 黃煒霖 盧子恆

馮晴 梁省德 優才 聖安德肋 陸慶濤 循道衛理 景天 循道衛理

25.49 29.01 29.10 29.89 29.96 30.57 31.13 32.06 32.71

400米 馬嘉鴻 羅君銘 戴康文 Woo Yee Ah 林頌壹 李懷寯 楊    寗 Hor Yick Him

王余家潔 田家炳 優才 播道 馮晴 田家炳 優才 播道

58.70 1:11.49 1:12.6 1:12.99 1:13.67 1:14.59 1:15.58 1:16.08 1:16.27 

跳高 陳令沖 Lai Nok Yin Promise 馬照茗 黃廣和 楊    寗 馬嘉鴻 李澤龍 王永熹

陸慶濤 播道 明道 志蓮 優才 王余家潔 聖安德肋 真道

1.42 1.35米 1.31米 1.29米 1.27米 1.27米 1.27米 1.25米 1.23米

跳遠 黃進禧 袁旻杰 Lai Nok Yin Promise 黃耀燊 楊    寗 楊亨進 陳令沖 蔡振強

陳國威 馮晴 播道 官小 優才 循道衛理 陸慶濤 基德

4.95 4.43米 4.37米 4.23米 3.99米 3.95米 3.95米 3.89米 3.80米

鉛球 黃進禧 劉培宏 鄧梓禧 盧頌天 吳枷希 陳偉文 陳家其 何俊賢

陳國威 明道 陸慶濤 真道 梁潔華 聖安德肋 基德 王余家潔

10.89 8.22米 7.08米 7.04米 7.02米 6.53米 6.04米 5.89米 5.87米

壘球 梁迦南 莫祥靄 劉培宏 歐陽柏皓 呂溢濠 鄧梓禧 王子龍 戴均達

優才 梁潔華 明道 梁省德 王余家潔 陸慶濤 將天 黃永樹

55.00 39.57米 37.42米 37.08米 36.72米 36.64米 36.02米 33.55米 33.01米

4 x 100米接力 基德 優才 馮晴 王余家潔 梁潔華 真道 陸慶濤 循道衛理

53.06 56.49 57.33 57.42 57.60 58.93 59.09 59.25 59.87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鄭梓俊 劉祖兵 曾國興 張振楓 Chan Ching Yeung 柯日楠 黃樂麒 黃喆甡

馮晴 陳國威 王余家潔 梁潔華 播道 優才 陸慶濤 梁潔華

8.47 8.89 9.12 9.43 9.45 9.52 9.59 9.69 9.75

100米 劉祖兵 鄭梓俊 陳正廷 張振楓 Chan Ching Yeung 陳朗 何廣信 曾國興

陳國威 馮晴 馮晴 梁潔華 播道 循道衛理 梁潔華 王余家潔

12.85 14.48 14.55 14.96 14.97 15.14 15.60 15.61 15.67

200米 柯日楠 林量 陳正廷 羅濬樂 陳朗 朱信維 王昊 楊亦文

優才 真道 馮晴 陸慶濤 循道衛理 黃永樹 黃藻森 真道

27.09 30.32 30.46 30.47 31.84 32.01 32.70 33.68 33.84

跳高 林量 余國成 羅濬樂 余思偉 黃子均 梁梓軒 何柏端 陳永賢

真道 王余家潔 陸慶濤 循道衛理 田家炳 黃永樹 聖安德肋 陳耀星

1.34 1.27米 1.25米 1.09米 1.07米 1.07米 1.05米 1.05米 1.05米

跳遠 劉建邦 陳朗 魏雋仁 劉祖兵 黃樂麒 陳豐駿 Chong sin Hang 楊亦文

馮晴 循道衛理 官小 陳國威 陸慶濤 優才 播道 真道

4.45 4.19米 3.97米 3.82米 3.74米 3.73米 3.49米 3.36米 3.31米

壘球 曾國興 柯日楠 梁柏濤 葉德希 SMITH WILLIAM KEITH 張振楓 曾雋寧 王昊

王余家潔 優才 陸慶濤 循道衛理 李少欽 梁潔華 真道 黃藻森

40.15 29.42米 28.53米 28.50米 27.66米 26.55米 26.28米 25.21米 25.05米

4 x 100米接力 馮晴 梁潔華 陸慶濤 優才 循道衛理 將天 黃永樹 李少欽

58.98 *58.97 1:00.04 1:01.12 1:02.27 1:03.56 1:04.26 1:05.22 1:11.31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乙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李澤民 梁學琛 袁梓軒 黃駿浠 鄧永熙 岑浩宏 彭珀健

梁潔華 陸慶濤 馮晴 將天 王余家潔 優才 真道

8.34 9.28 9.50 9.59 9.88 9.89 10.06 10.08

100米 李澤民 袁梓軒 何子洋 梁學琛 陳逸朗 柯瀚淇 張鏵杰 方靖傑

梁潔華 馮晴 真道 陸慶濤 真道 陳國威 陸慶濤 王余家潔

14.10 15.28 15.47 15.64 15.68 15.87 16.26 16.41 17.09

跳遠 袁梓軒 林致樂 陳逸朗 陳彥麟 葉浩弘 吳以諾 Ip Sau Yin Jesse 盧天寶

馮晴 田家炳 真道 王余家潔 黃永樹 循道衛理 播道 明道

4.09 3.80米 3.27米 3.22米 3.16米 3.13米 3.10米 3.03米 3.03米

4 x 100米接力 真道 王余家潔 馮晴 陸慶濤 梁潔華 將天 循道衛理 優才

1:01.61 1:03.36 1:04.68 1:05.15 1:05.27 1:05.52 1:06.36 1:06.93 1:06.97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個人成績】

----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200米 李濠威 梁文聰 蕭萬華 陳俊豪 佘俊杰 張惠銘 陳燦桐 艾海力

志蓮 梁省德 黃藻森 官小 官小 劉德 陳國威 陳耀星

24.12 30.39 31.41 31.63 34.05 34.37 34.79 35.52 37.85

跳遠 李濠威 佘俊杰 陳燦桐 梁文聰 梁達堅 張惠銘 蕭萬華 郭旭

志蓮 官小 陳國威 梁省德 景天 劉德 黃藻森 聖安德肋

5.44 4.22米 4.05米 3.84米 3.82米 3.70米 3.62米 3.56米 2.97米

鉛球 羅佳龍 李濠威 陳燦桐 馬梓軒 張惠俊 艾海力 溫雪琦

官小 志蓮 陳國威 聖安德肋 劉德 陳耀星 景天 ----

10.17 8.06米 7.35米 7.09米 6.42米 6.32米 5.89米 5.31米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特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陳息壤 伍楚翹 劉珈希 劉思敏 黃傲程 何芊垣 吳婉雯

優才 黃永樹 王余家潔 循道衛理 基德 陸慶濤 馮晴 ----

8.42 8.91 9.05 9.33 9.40 9.42 9.57 9.76

100米 陳息壤 伍楚翹 謝宛庭 廖詩薇 劉思敏 黃思澄 鄧淑冰 劉珈希

優才 黃永樹 梁潔華 王余家潔 循道衛理 陸慶濤 田家炳 王余家潔

13.88 14.38 14.91 15.16 15.33 15.43 15.52 15.58 16.40

200米 陳心怡 鄭嘉穎 李蕙彤 鍾嘉琳 鄧淑冰 白海藍 秦穎翹 陳潔怡

優才 王余家潔 宣基 優才 田家炳 王余家潔 循道衛理 循道衛理

29.36 30.90 31.27 31.81 31.94 32.11 32.80 33.11 33.12

跳高 黃傲程 劉珈希 許汶浠 陳潔怡 李蕙彤 何淑晶 黃本恩/陳倩
亭

基德 王余家潔 優才 循道衛理 宣基 志蓮 播道/陳耀星 ----

1.50 1.29米 1.23米 1.23米 1.16米 1.16米 1.13米 1.1米

跳遠 陳息壤 潘倩文 楊偉玲 吳寶潼 劉家萍 翁慧琪 林詩詠 李敏旋

優才 陳耀星 王余家潔 陸慶濤 明道 景天 宣基 黃永樹

4.28 4.2米 3.59米 3.45米 3.42米 3.40米 3.30米 3.20米 3.19米

鉛球 蘇芷筠 黃思澄 Yeung Hoi Ching 俞詠雯 盧沛君 李穎喬 陳芯蕎 李靜

聖安德肋 陸慶濤 播道 明道 李少欽 優才 王余家潔 黃藻森

7.74 6.53米 5.50米 5.35米 5.15米 5.12米 4.98米 4.63米 4.17米

壘球 黃穎童 孫晴 張靄珊 蔡浠桐 曹嘉詠 李澤茵 劉思敏 吳寶潼

志蓮 梁潔華 景天 梁省德 基德 優才 循道衛理 陸慶濤

36.96 31.84米 26.14米 25.43米 24.78米 24.72米 24.00米 21.87米 21.60米

4 x 100米接力 王余家潔 優才 循道衛理 馮晴 將天 田家炳 梁潔華 黃永樹

57.94 59.77 59.90 1:01.14 1:02.27 1:02.73 1:02.81 1:03.21 1:03.5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陳卓瑩 黃詩閔 鄧子賢 鄺家愉 許靜 楊    悅 王卓瑩 黃芷欣

馮晴 循道衛理 優才 王余家潔 景天 優才 陸慶濤 王余家潔

9.06 9.49 9.58 9.60 9.78 9.83 9.93 9.96 9.99

100米 陳卓瑩 鄧子賢 黃詩閔 梁嘉齊 陳君穎 林珈瑩 許靜 黃皚銚

馮晴 優才 循道衛理 王余家潔 真道 真道 景天 循道衛理

14.78 15.34 15.35 15.72 15.74 15.84 15.96 15.97 16.66

200米 何穎苗 蕭嘉希 呂樂樂 黃善誼 姚諾晞 李培恩 黃皚銚 廖巧欣

優才 黃藻森 梁潔華 馮晴 循道衛理 真道 循道衛理 真道

31.17 33.14 33.41 33.64 33.69 33.76 33.86 34.83 35.34

跳高 鄺家愉 梁樂陶 文雪瑩 劉新妍 Leung Sin Ying 黃詩閔 王卓瑩 梁潁琛

王余家潔 真道 將天 明道 播道 循道衛理 陸慶濤 優才

1.37 1.21米 1.04米 1.04米 1.04米 1.02米 1.02米 0.95米 0.95米

跳遠 冼慧芯 鄺家愉 許靜 鄧子賢 陳卓瑩 邵麗儀 曾泳瑜 Leung Sin Ying

劉德 王余家潔 景天 優才 馮晴 明道 將天 播道

3.87 3.85米 3.77米 3.47米 3.43米 3.42米 3.40米 3.30米 3.25米

壘球 呂樂樂 許詩悠 姚諾晞 陳頌敏 曾芷穎 潘悅 樊曉彤 周芷瑜

梁潔華 優才 循道衛理 黃藻森 將天 明道 崇真 王余家潔

32.64 32.44米 28.30米 24.13米 23.81米 22.96米 22.59米 21.86米 19.50米

4 x 100米接力 優才 王余家潔 循道衛理 陸慶濤 馮晴 播道 將天

1:01.36 1:02.27 1:03.31 1:03.89 1:04.40 1:05.43 1:05.58 1:06.38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乙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60米 蔡芷翹 吳詠珊 劉穎怡 黃靖鈞 關明欣 林沁叡 黃曉彤 容天欣

陸慶濤 梁潔華 真道 優才 陸慶濤 王余家潔 王余家潔 真道

9.53 9.83 10.16 10.17 10.29 10.31 10.39 10.40 10.59

100米 蔡芷翹 蔡樂兒 吳詠珊 黃靖鈞 周信恩 黃曉彤 徐頌昕

陸慶濤 真道 梁潔華 優才 真道 王余家潔 景天 ----

15.02 15.68 16.05 16.37 16.50 16.58 16.69 16.99

跳遠 關明欣 吳詠珊 Lai Cin Ki Grace 周信恩 徐頌昕 劉心悅 黃靖鈞 梁上錕

陸慶濤 梁潔華 播道 真道 景天 宣基 優才 黃永樹

3.39 *3.79米 *3.54米 3.34米 2.88米 2.76米 2.71米 2.70米 2.58米

4 x 100米接力 王余家潔 真道 陸慶濤 優才 梁潔華 循道衛理 播道 聖安德肋

1:04.49 1:04.49 1:05.21 1:05.22 1:07.45 1:07.5 1:08.62 1:09.07 1:09.11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丙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200米 馬宝莹 朱格林 黎芷鈞 朱鍩晴 陳翠敏 羅靜如

陳國威 基德 田家炳 陳耀星 崇真 崇真 ---- ----

29.63 34.49 36.47 37.70 37.86 38.60 40.66

跳遠 黎芷鈞 馬宝莹 朱格林 陳翠敏 朱鍩晴 梁倩虹

田家炳 陳國威 基德 崇真 陳耀星 聖安德肋 ---- ----

4.50 3.21米 3.17米 3.05米 2.84米 2.61米 1.87米

鉛球 羅靜如 馬宝莹 朱鍩晴 梁倩虹

崇真 陳國威 陳耀星 聖安德肋 ---- ---- ---- ----

5.75 4.05米 3.94米 3.57米 3.46米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特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