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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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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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59分 58分 46分 27分 21分 20分 19分 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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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57分 53分 (3冠) 53分 (3亞) 28分 26分 21分 12分 11分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40分 36分 (1冠2亞) 36分 (1冠1亞) 23分 13分 10分 7分 5分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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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86分 47分 42分 36分 30分 22分 12分 (1冠) 12分 (1第五名)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64分 39分 30分 29分 27分 25分 (1冠) 25分 (1亞) 12分 (1第五名2第六名)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45分 40分 27分 16分 (1季) 16分 (2殿) 10分 8分 6分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破紀錄項目破紀錄項目破紀錄項目破紀錄項目

200米米米米

跳遠跳遠跳遠跳遠 關明欣

1金 1破紀錄

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

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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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運動員傑出運動員傑出運動員傑出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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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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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1  / 12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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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2金 1破紀錄

蔡樂兒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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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智傑 程冠琦 袁梓軒 梁學琛 陳志豪 羅偉文 張文樂 何健幸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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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7.87 8.80 8.82 8.86 8.90 9.04 9.11 9.28 9.57

100米 何栢倫 王子齊 李啟進 鄭智傑 何子洋 陳志豪 程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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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

12.67 13.57 13.66 13.964 13.965 14.23 14.41 14.87

200米 何子洋 李啟進 盧天寶 黃駿浠 何毅邦
Ho Tin Yeung

Manuel
許國華 陳學勤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25.49 29.07 30.03 30.42 30.66 30.99 31.81 31.86 31.99

400米 陳禮賢 張文樂 潘子祐 黃駿浠 佟宇軒 方靖傑 蔡上行 施鍵鈃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58.70 1:10.32 1:12.23 1:12.26 1:12.47 1:12.74 1:15.41 1:15.86 1:16.87 

跳高 王子齊 黎頌曦 陳俊熙 林致樂 許健桐 趙凱榮 李穎 譚銘康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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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1.42米 1.32米 1.25米 1.19米 1.15米 1.13米 1.11米 1.11米 1.11米

跳遠 袁梓軒 王子齊 陳志豪 程冠琦 林致樂 蘇煒庭 李曉峰 張自然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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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黃藻森

4.95米 4.35米 4.30米 4.11米 4.07米 3.86米 3.77米 3.66米 3.59米

鉛球 黃楠 何栢倫 許健桐 葉卓滔 池俊壕 戴嘉朗 佟宇軒 蔡靖豪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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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西貢崇真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10.89米 8.58米 7.65米 7.29米 7.28米 6.86米 6.60米 6.50米 6.44米

壘球 蔡振聲 何栢倫 陳昕檑 太田隆貴 麥灝泓 葉卓滔 胡至仁 周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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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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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米 39.34米 38.86米 35.38米 34.54米 33.66米 29.95米 29.67米 29.30米

4 x 100米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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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53.06 55.57 56.78 58.02 58.41 58.68 59.06 59.63 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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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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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berg

Leo Mathias
李沅樺 方鍵文 劉奕熙 余卓駿 劉培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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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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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8.47 8.99 9.36 9.37 9.45 9.56 9.58 9.64 9.89

100米 李澤民 尹高駿 馬嘉俊 方一軒 方鍵文 Cheng Yat Hei 麥俊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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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

12.85 14.35 14.67 14.77 15.00 15.32 15.47 15.51

200米 Cheng Yat Hei 葉俊宏 余卓駿 朱泰夫 劉奕熙 陳倬晞 陳梓聰 陳卓謙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

27.09 31.05 31.57 31.63 32.30 33.05 33.12 33.41 34.89

跳高 陳梓聰 陳晉峰 方鍵文 鄭朗程 歐陽德鴻 劉展翔 黎嘉樂 施家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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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米 1.20米 1.18米 1.10米 1.08米 1.08米 1.08米 1.05米 1.05米

跳遠 李澤民 尹高駿 張見熙 陳晉峰 Lam Isaac 黃克翹 冼文騫 陳梓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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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4.45米 4.29米 3.81米 3.54米 3.52米 3.40米 3.39米 3.36米 3.36米

壘球 陳倬晞 阮宏駿 何兆康 黃朗希 林嘉亮 鄭業輯 Wong Pak Ho 梁天朗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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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40.15米 30.56米 27.96米 27.58米 25.31米 25.20米 23.36米 23.22米 2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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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58.92 1:00.61 1:01.25 1:01.99 1:03.89 1:04.71 1:05.70 1: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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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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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尚正 曾樂圖 林賀徨 黃國健 何樂邦 李杰 關耀偉 吳家霖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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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8.34 9.43 9.45 9.61 9.68 9.71 9.78 10.00 10.08

100米 張展華 唐尚正 林賀徨 李杰 游尚熹 關耀偉 鄒朗悅 黎尚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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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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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15.15 15.16 15.52 15.61 15.64 15.66 15.97 16.01

跳遠 李杰 何樂邦 唐尚正 王思傑 呂驊峯 鄺嘉偉 周嘉澤 陶偉諾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4.09米 3.69米 3.52米 3.23米 3.21米 3.17米 3.17米 3.08米 2.93米

4 x 100米接力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信義會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1:01.61 1:03.16 1:04.15 1:04.18 1:05.46 1:05.80 1:06.72 1:07.01 1: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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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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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澤海 蔡賢楠 方耀霆 曾杰文 張祥熙 黃卓軒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梁省德梁省德梁省德梁省德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 ---

24.12 29.38 29.77 31.84 32.54 33.08 34.89

跳遠 嚴澤海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 --- --- --- --- --- ---

5.44米 3.98米

鉛球 張祥熙 方耀霆 黃卓軒 李興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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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 --- --- ---

10.17米 6.76米 6.66米 6.42米 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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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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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詠珊 蔡樂兒 關明欣 何倩茵 林沁叡 李勵瑩 饒倚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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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 8.70 8.83 8.86 9.31 9.36 9.47 9.49 9.53

100米 蔡芷翹 何鍵靈 何倩茵 李思敏 黃靖鈞 歐陽子晴 李勵瑩 黃曉彤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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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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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 14.04 14.75 15.25 15.29 15.33 15.56 15.57 16.16

200米 蔡樂兒 何鍵靈 黃靖鈞 歐陽子晴
Jemimah

Alice Russell
黃錦盈 歐陽潔彝 方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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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29.36 29.28* 30.47 31.47 32.19 32.84 32.93 34.24 34.36

跳高 關明欣 吳詠珊 林沁叡 蔡樂兒 黃靖鈞 黃奕杏 黃巧怡 吳詠詩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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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

1.51米 1.32米 1.32米 1.27米 1.19米 1.19米 1.11米 1.11米 1.11米

跳遠 關明欣 吳詠珊
Lai Cin Ki

Grace
吳竹翎 趙芊柔 李思敏 李勵瑩 黃奕杏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4.28米 4.29米* 4.13米 3.72米 3.65米 3.57米 3.50米 3.39米 3.39米

鉛球 黃千儀 樊思圻 蔡芷翹 高曉晴 劉卓婷 林芷靖 徐頌昕 陳諾琳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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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景天景天景天景天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7.74米 6.31米 5.89米 5.83米 5.60米 5.36米 5.18米 5.12米 4.90米

壘球 樊思圻 曾悅晴 李迦南 高曉晴 陳寶儀 黃千儀 劉卓婷 王怡琪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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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陳國威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36.96米 29.27米 28.88米 26.59米 26.37米 25.41米 25.29米 24.08米 24.00米

4 x 100米接力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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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天將天將天將天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57.94 58.29 1:00.58 1:00.793 1:00.798 1:01.61 1:02.86 1:03.52 1: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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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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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致祾 羅樂心 吳詠儀 陸昉楠 黃令希 朱倩寧 Chan Ho Ching 林子珊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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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8.81 9.39 9.49 9.52 9.65 9.87 9.93 9.94 10.12

100米 郭嘉琪 朱致祾 陸昉楠 陳詩雅 馮彩嵐 黃令希 Lee Man Chi 鄭楚藍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13.93 15.17 15.66 15.75 15.89 15.95 16.16 16.23 16.43

200米 郭嘉琪 羅樂心 黃紫菲 鄭楚藍 鄧子慧 馮彩嵐 Lee Man Chi 歐芷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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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梁潔華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30.02 31.93 32.93 33.07 33.33 33.46 33.78 34.18 34.31

跳高 朱致祾 郭嘉琪 方思又 李穎恩 吳詠儀 許杞同 侯穎賢 林泳彤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將軍澳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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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1.37米 1.20米 1.20米 1.14米 1.12米 1.10米 1.10米 1.08米 1.04米

跳遠 馬穎嵐 吳芝珊 陸昉楠 羅樂心 陳詩雅 馮彩嵐 張恩寧 劉心悅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李少欽李少欽李少欽李少欽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3.97米 3.38米 3.36米 3.32米 3.19米 3.15米 3.11米 3.05米 3.02米

壘球 陳穎藍 黃紫菲 方思又
Sit Yee Kei

Esther
黃小婷 周旨瞳 王依琳 石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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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明道明道明道明道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32.64米 27.94米 23.86米 20.72米 20.68米 20.67米 20.31米 19.04米 18.98米

4 x 100米接力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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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聖安德肋

1:00.51 1:03.25 1:03.75 1:04.64 1:04.93 1:05.18 1:05.79 1:05.86 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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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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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映雪 伍逸藍 曾朗悅 盧紀澄 施彩琳 李思琪 Wong Sum Yue 戴泳翹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仁田家炳 播道播道播道播道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9.53 9.79 9.98 10.05 10.08 10.21 10.35 10.63 10.76

100米 梁映雪 曾芷媛 陸悠悠 盧紀澄 黃可喬 戴嘉雯 施彩琳 廖凱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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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王余家潔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陳耀星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15.02 16.33 16.35 16.82 16.84 16.85 16.93 16.99 17.49

跳遠 梁映雪 曾芷媛 李美瑤 謝采穎 巫筠怡 曾朗悅 魏榮恩 梁珮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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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黃永樹 志蓮志蓮志蓮志蓮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將循將循將循將循 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陸慶濤

3.79米 3.48米 3.10米 3.02米 2.79米 2.75米 2.75米 2.73米 2.72米

4 x 100米接力 真道真道真道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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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晴馮晴馮晴馮晴 宣基宣基宣基宣基 優才優才優才優才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1:04.49 1:05.30 1:06.01 1:07.52 1:07.87 1:08.36 1:09.24 1:09.95 1: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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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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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美嫻 王欣欣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 --- --- --- --- ---

29.63 37.27 38.21

跳遠 李美愉 吳美嫻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 --- --- --- --- ---

4.50米 2.87米 2.52米

鉛球 李美愉 麥凱琳

將官將官將官將官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 --- --- --- --- --- ---

5.75米 4.22米 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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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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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