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66.5分 39分 37分 35分 34.5分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71分 40.5分 33分 27分 25分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45分 37分 33分 22分 9分 (1第五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55分 50.5分 35分 30分 29分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73分 54分 39分 32分 26分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49分 30分 19分 18分 15分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 柯日楠 優才 1金、1銀

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 袁梓軒 馮晴 2金、1銀

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 李澤民 梁潔華 3金

曾泳瑜 將天 1金、2銅

姚懿恩 將循 1金、2銅

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 關明欣 陸慶濤 2金、1銅

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 陸昉楠 優才 1金、1銀

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

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

最佳運動員最佳運動員最佳運動員最佳運動員

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成績團體成績團體成績團體成績】】】】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5 - 6  / 12 / 2013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將軍澳運動場將軍澳運動場將軍澳運動場將軍澳運動場

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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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安烽 何駿業 鄭梓俊 劉智榮 張志祺 許卓倫 李子譽 曾國興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7.87 8.50 8.51 8.68 8.88 8.92 8.93 8.99 9.18

100米 莊林浩 何安烽 Chan Ching Yeung 何駿業 鄭梓俊 黃甡 陳朗 陳正廷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12.67 12.92 13.42 13.47 13.67 13.68 13.80 13.83 13.93

200米 柯日楠 陳朗 陳正廷 Chan Ching Yeung 王昊 Tam Chun Yik 陳柏熙 黃耀燊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25.49 28.15 28.17 28.56 28.66 29.81 29.96 30.24 30.31

400米 劉建邦 柯日楠 劉建安 何子正 莊朗軒 范業弘 黃朗程 何廣信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58.70 1:07.28 1:07.67 1:08.68 1:10.37 1:11.87 1:12.05 1:12.61 1:13.07

跳高 余國成 羅濬樂 張振楓 陳永賢 李朗言 鄭梓俊 / 梁樂軒 莊朗軒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1.42米 1.32米 1.32米 1.29米 1.20米 1.20米 1.15米 1.15米

跳遠 陳朗 劉建邦 莊林浩 陳豐駿 黃樂麒 / 魏雋仁 余國成 劉智榮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4.95米 4.56米 4.36米 3.85米 3.81米 3.76米 3.67米 3.66米

鉛球 梁樂軒 鄭顯光 陳耀燐 許汛銘 葉德希 姚鈞浩 方耀霆 香書識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基德基德基德基德

10.89米 8.10米 7.43米 7.38米 7.09米 6.91米 6.86米 6.46米 6.21米

壘球 曾國興 杜奇熹 Smith William Keith 葉德希 柯日楠 陳子樂 王昊 黃茂峰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李少欽李少欽李少欽李少欽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55.00米 35.36米 34.12米 32.90米 32.65米 32.53米 31.39米 30.03米 30.01米

4 x 100米接力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53.06 55.57 56.61 57.69 58.29 58.52 58.94 59.74 1:04.88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決賽成績男子甲組決賽成績男子甲組決賽成績男子甲組決賽成績】】】】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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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子洋 袁梓軒 梁學琛 彭珀健 李偉強 岑浩宏 李啟進 趙凱榮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8.47 9.05 9.19 9.32 9.46 9.58 9.66 9.87 9.93

100米 袁梓軒 梁學琛 陳逸朗 張梓毅 黃駿浠 何健幸 岑浩宏 韓浩東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12.85 14.79 14.82 14.95 15.10 15.15 15.40 15.41 15.89

200米 何子洋 李其進 黃駿浠 潘子祐
Ho Tin Yeung

Manuel
梁日齊 何毅邦 陳俊熙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27.09 30.40 30.99 31.91 32.57 32.62 33.45 33.51 34.35

跳高 張鏵杰 李偉強 Wong Chun / 趙凱榮 陳俊熙 林致樂 高榮華 黎頌曦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1.34米 1.15米 1.10米 1.05米 1.05米 1.05米 1.05米 1.05米

跳遠 袁梓軒 陳彥麟 潘子祐 陳逸朗 林致樂 盧天寶 梁日齊 柯瀚淇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4.45米 3.97米 3.58米 3.54米 3.44米 3.41米 3.38米 3.37米 3.35米

壘球 蔡振聲 陳思宇 胡至仁 麥灝泓 梁啟迪 葉卓滔 / 韓浩東 蕭曉俊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40.15米 35.75米 29.95米 29.75米 28.21米 28.09米 25.80米 25.45米

4 x 100米接力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58.98 59.69 1:01.47 1:01.79 1:02.57 1:04.29 1:04.31 1:04.39 1:06.02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乙組決賽成績男子乙組決賽成績男子乙組決賽成績男子乙組決賽成績】】】】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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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高駿 李沅樺 Hemberg Leo Mathias Cheng Yat Hei 羅千峰 文豐 唐尚正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8.34 9.17 9.25 9.53 9.57 9.69 9.73 9.80 9.82

100米 李澤民 尹高駿 陳雋雄 方一軒 葉俊宏 麥俊彬 唐尚正 Kam Chin Lok Issac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14.10 14.39 14.85 15.39 15.44 15.83 15.86 15.90 16.77

跳遠 李澤民 黃克翹 陳晉峰 羅千峰 尹高駿 嚴洛珩 鄭朗程 Hemberg Leo Mathias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4.09米 3.87米 3.31米 3.29米 3.22米 3.16米 3.15米 2.98米 2.94米

4 x 100米接力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1:01.61 1:02.50 1:03.29 1:03.85 1:04.54 1:05.98 1:06.68 1:07.30 1:08.76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決賽成績男子丙組決賽成績男子丙組決賽成績男子丙組決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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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煒霖 冼啟華 劉華彬 王權權 李嘉禮 吳俊樂 魏旭盛 陳駿峰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24.12 28.83 29.02 29.97 31.08 31.10 32.39 34.55 40.68

跳遠 冼啟華 曾俁 黃煒霖 陳駿峰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 --- --- ---

5.44米 4.11米 3.99米 3.89米 2.24米

鉛球 冼啟華 吳俊樂 魏旭盛 曾俁 李嘉禮 陳駿峰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 ---

10.17米 8.60米 7.37米 7.13米 6.88米 6.20米 4.23米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特組決賽成績男子特組決賽成績男子特組決賽成績男子特組決賽成績】】】】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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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傲程 陳卓瑩 曾泳瑜 梁嘉齊 黃詩閔 鄧焯珈 陳樂怡 蕭嘉希

基德基德基德基德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8.42 8.85 8.99 9.12 9.28 9.30 9.41 9.46 9.58

100米 陳卓瑩 鄧子賢 曾泳瑜 梁嘉齊 鄭筠莛 黃詩閔 鄧焯珈 黎思言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13.88 14.31 14.58 14.75 14.77 14.89 15.01 15.07 15.17

200米 鄧子賢 鄭筠莛 姚懿恩 梁煦瞳 王穎儀 黃善誼 小敏 黃皚銚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29.36 30.54 31.27 31.38 32.24 32.36 32.41 34.11 35.72

跳高 黃傲程 鄺家愉 吳宛澄 鄧焯珈 小敏 林曉鍶 鄭穎欣 江熙懿 / 黃詩閔

基德基德基德基德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1.50米 *1.51米 1.29米 1.20米 1.17米 1.17米 1.14米 1.11米 1.08米

跳遠 曾泳瑜 陳靜敏 鄺家愉 許靜 萬凱琪 小敏 吳宛澄 黃皚銚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4.28米 3.87米 3.86米 3.84米 3.56米 3.50米 3.43米 3.39米 3.21米

鉛球 姚懿恩 黃千儀 葉舒華 楊也妍 吳凱琳 Cruz Torrance Ina 梁煦瞳 劉鎂儀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李少欽李少欽李少欽李少欽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7.74米 6.80米 5.93米 5.90米 5.87米 5.19米 5.17米 5.05米 4.97米

壘球 呂樂樂 許詩悠 姚懿恩 曾芷穎 翁慧琪 莊心怡 王穎心 樊曉彤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36.96米 34.50米 33.00米 29.55米 26.25米 25.80米 25.03米 23.12米 22.88米

4 x 100米接力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基德基德基德基德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57.94 1:00.59 1:00.85 1:01.12 1:01.81 1:02.47 1:02.57 1:03.77 1:04.73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決賽成績女子甲組決賽成績女子甲組決賽成績女子甲組決賽成績】】】】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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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樂兒 關明欣 林沁叡 黃奕杏 劉潤芳 黃曉晴 黃巧怡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9.06 *8.86 9.25 9.49 9.66 9.68 9.75 9.90 9.96

100米 蔡芷翹 劉穎怡 黃靖鈞 周信恩 黃曉彤 Lai Cin Ki Grace 何鍵靈 黃奕杏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14.78 *13.93 15.01 15.22 15.24 15.65 15.66 15.80 15.81

200米 蔡樂兒 黃靖鈞 葉雅瑜 何鍵靈 Lai Cin Ki Grace 歐陽潔彝 梁頌霖 王蘊錱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31.17 *30.39 32.08 33.31 33.37 34.15 34.39 34.75 34.79

跳高 關明欣 蔡樂兒 黃巧怡 林沁叡 李勵瑩
Jemimah Alice

Russell
朱凱婷 歐陽潔彝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1.37米 1.23米 1.21米 1.11米 1.09米 1.07米 1.01米 0.98米 0.95米

跳遠 關明欣 李勵瑩 Lai Cin Ki Grace 黃奕杏 吳詠珊 周信恩 許倩茼 李雨雪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3.87米 *3.97米 3.41米 3.36米 3.31米 3.27米 3.23米 3.10米 2.99米

壘球 李迦南 樊思圻 曾悅晴 陳寶儀 郭曉媛 高曉晴 歐陽潔彝 Cheung Lok Yi

基德基德基德基德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32.64米 24.38米 23.38米 23.33米 21.55米 20.35米 19.12米 19.11米 18.70米

4 x 100米接力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1:01.36 *1:00.91 *1:01.12 1:03.30 1:04.18 1:05.10 1:06.20 1:07.29 1:07.85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乙組決賽成績女子乙組決賽成績女子乙組決賽成績女子乙組決賽成績】】】】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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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嘉琪 陸昉楠 梁映雪 朱倩寧 黃雅雯 朱致綾 潘圓圓 李曉晴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神召會梁省德神召會梁省德神召會梁省德神召會梁省德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9.53 9.78 9.86 9.89 9.94 10.08 10.11 10.15 10.25

100米 郭嘉琪 朱致綾 梁映雪 陸昉楠 鄭楚藍 白海汶 黃雅雯 馬穎嵐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15.02 15.89 16.19 16.30 16.37 16.56 16.59 16.65 16.86

跳遠 陸昉楠 朱倩寧 梁映雪 Lee Man Chi 劉心悅 林雅妍 李元熙 鍾緻欣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3.39米 3.34米 3.33米 3.16米 2.93米 2.90米 2.83米 2.72米 2.67米

4 x 100米接力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1:04.49 1:06.65 1:07.94 1:08.20 1:08.98 1:09.17 1:09.66 1:12.18 1:19.34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丙組決賽成績女子丙組決賽成績女子丙組決賽成績女子丙組決賽成績】】】】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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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寶瑩 歐悅伶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 --- --- --- --- ---

29.63 33.17 35.55

跳遠 歐悅伶 馬寶瑩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 --- --- --- --- ---

4.50米 3.73米 3.28米

鉛球 陳佩欣 歐悅伶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 --- --- --- --- ---

5.75米 4.32米 3.46米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特組決賽成績女子特組決賽成績女子特組決賽成績女子特組決賽成績】】】】

2013 - 2014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