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項目 單項 姓名 比賽日期 賽事 成績/時間 名次 參加人數 備注 比賽地點

滑冰 花樣滑冰 張朝熙 04月26日 體校乙組男子單人滑短節目 22.14 6 10 臨汾冰世界滑冰館

滑冰 花樣滑冰 陳紫澄 04月26日 體校乙組女子單人滑自由滑 46.76 11 24 臨汾冰世界滑冰館

滑冰 花樣滑冰 周曉柔 04月27日 體校甲組女子單人滑短節目 39.42 3 11 臨汾冰世界滑冰館

滑冰 花樣滑冰 馬元澤 04月28日 體校甲組男子單人滑自由滑 62.32 10 11 臨汾冰世界滑冰館

滑冰 花樣滑冰 周曉柔 04月28日 體校甲組女子單人滑自由滑 77.18 3 11 臨汾冰世界滑冰館

滑冰 花樣滑冰 王芓喬 04月28日 體校乙組女子單人滑短節目 29.76 6 37 臨汾冰世界滑冰館

滑冰 花樣滑冰 陳紫澄 04月28日 體校乙組女子單人滑短節目 24.00 19 37 臨汾冰世界滑冰館

滑冰 花樣滑冰 張朝熙 04月28日 體校乙組男子單人滑自由滑 36.23 8 9 臨汾冰世界滑冰館

滑冰 短道速滑 譚穎璇 08月04日 體校甲組女子500米 00:51.466 14 18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譚穎璇 08月04日 體校甲組女子1000米 01:51.252 16 17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郭子峰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500米 00:46.217 15 30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陳昊東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500米 00:46.560 21 30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郭子浩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500米 00:49.408 24 30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陳昊東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1000米 01:37.961 12 29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郭子峰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1000米 01:37.784 20 29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郭子浩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1000米 01:43.441 27 30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林靜欣 08月04日 體校乙組女子1500米 02:51.598 15 30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郭子峰、陳昊東、陳森穎、林靜欣、吳卓彥、周哲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 03:09.776 5 8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陳昊東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1500米 02:35.722 9 32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郭子峰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1500米 02:35.075 21 32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郭子浩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1500米 02:39.879 27 32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林靜欣 08月04日 體校乙組女子500米 00:48.908 19 31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陳森穎 08月04日 體校乙組女子500米 00:53.428 21 31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周哲 08月04日 體校乙組女子500米 00:56.103 30 31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郭子峰、郭子浩、陳昊東、吳卓彥、徐山豐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5000米接力 00:00.0 - 6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滑冰 短道速滑 林靜欣 08月04日 體校乙組女子1000米 01:42.516 10 27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足球 足球 足球 12-13歲組男子隊* 05月03日 體校組室内五人制男子12-13歲組 - 2 6 浙江省溫嶺市體育中心體育館

足球 足球 足球 14-15歲組男子隊* 05月12日 體校組室内五人制男子14-15歲組 - 7 9 中國大連

足球 足球 足球 14歲組女子隊* 05月29日 體校組十一人制女子14歲組 - 4 8 廣東省恆大足球學校

手球 手球 手球 U16男子隊* 06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手球 - 2 8 安徽滁州市手球館

手球 手球 手球 U18女子隊* 06月23日 體校甲組女子手球 U18 - 6 7 晉中體育館

手球 手球 手球 U16女子隊* 06月30日 體校乙組女子手球 U16 14:9(8:5) 5 7 晉中體育館

武術 散打 戴洛銘 06月24日 （體校組）第一單元 乙組男子39公斤級 0:2 - 13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散打 林晉隆 06月24日 （體校組）第一單元 乙組男子45公斤級 0:2 - 13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散打 向籽羲 06月24日 （體校組）第一單元 乙組男子52公斤級 2:0 - 13 晉級8強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散打 向籽羲 06月25日 （體校組）第三單元 乙組男子52公斤級 負 5 13 8強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散打 何灝宏 06月25日 （體校組）第三單元 甲組男子52公斤級 0:2 - 13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姚卓男 07月09日 體校乙組男子長拳槍術全能 長拳 7.88 11 11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何彥政 07月10日 體校甲組男子 棍術 8.84 9 10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鄺朗睿 07月10日 體校乙組男子42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太極（八法五步）全能42式太極拳 8.34 10 10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鄺朗睿 07月11日 體校乙組男子42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太極（八法五步）全能 太極（八法五步） 8.66 9 10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陳沛雯 07月11日 體校甲組女子太極（八法五步） 8.85 9 9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鄺朗睿 07月11日 體校乙組男子42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太極（八法五步）全能 42式太極劍 8.28 10 10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鄺朗睿 07月11日 體校乙組男子42式太極拳42式太極劍太極（八法五步）全能 全能成績 25.28 10 10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姚卓男 07月12日 體校乙組男子長拳槍術全能 槍術 8.48 11 11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陳俊嶢 07月12日 體校甲組男子太極劍 7.87 7 7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程凱臨 07月12日 體校甲組女子太極拳 7.89 9 9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姚卓男 07月12日 體校乙組男子長拳槍術全能 全能成績 16.36 11 11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黃敏婷 07月14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四類傳統拳 少年規定拳 7.23 11 11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顏嘉穎 07月15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傳統雙器械 少年規定拳 7.67 6 9 雙劍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張敖堯 07月15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太極 少年規定拳 8.29 8 11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黃敏婷 07月16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四類傳統拳四類傳統拳 8.83 11 11 華拳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顏嘉穎 07月16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傳統雙器械 傳統雙器械 8.73 7 9 雙劍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黃敏婷 07月16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四類傳統拳 全能成績 16.06 11 11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顏嘉穎 07月16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傳統雙器械 全能成績 16.4 6 9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張敖堯 07月17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太極 太極（八法五步） 8.78 9 11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武術 套路 張敖堯 07月17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太極 全能成績 17.07 9 11 太原綜改區體育館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王馨怡 06月29日 體校甲組女子個人比杆賽 230 10 27 南山國際高爾夫球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陳潤橋 06月29日 體校甲組女子個人比杆賽 247 21 27 南山國際高爾夫球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黄靖騫 06月29日 體校甲組女子個人比杆賽 261 24 27 南山國際高爾夫球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韓紫琳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個人比杆賽 219 3 25 南山國際高爾夫球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梁曦彤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個人比杆賽 289 25 25 南山國際高爾夫球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陳潤橋、黃靖騫、方歆媛 06月29日 體校甲組女子團體比杆賽 471 7 9 南山國際高爾夫球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梁曦彤、韓紫琳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團體比杆賽 508 9 9 南山國際高爾夫球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卓天偉 06月30日 體校甲組男子個人比杆賽 290 6 28 丹嶺高爾夫俱樂部翠園球場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胡澤森 06月30日 體校甲組男子個人比杆賽 310 21 28 丹嶺高爾夫俱樂部翠園球場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林星言 06月30日 體校甲組男子個人比杆賽 - WD 28 丹嶺高爾夫俱樂部翠園球場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麥正浩 06月30日 體校乙組男子個人比杆賽 317 22 27 丹嶺高爾夫俱樂部翠園球場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袁志揚 06月30日 體校乙組男子個人比杆賽 318 23 27 丹嶺高爾夫俱樂部翠園球場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林星言、胡澤森、任浦霖 06月30日 體校甲組男子團體比杆賽 587 4 9 丹嶺高爾夫俱樂部翠園球場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麥正浩、袁志揚、謝一天 06月30日 體校乙組男子團體比杆賽 635 8 9 丹嶺高爾夫俱樂部翠園球場

田徑 田徑 岑啓宏 06月29日 體校乙組男子400米 50.47 7 8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張紹衡 06月29日 體校乙組男子110米欄 14.54 7 8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黃耀楠、麥進浩、馮智樂、黄珀恒 06月29日 體校乙組男子4×100米接力 42.28 7 17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吳梓渝 06月29日 体校乙组男子跳高 1.94 12 23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陳志強 06月29日 體校乙組男子跳遠 6.83 10 43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黄珀恒 06月29日 體校乙組男子跳遠 6.47 26 43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陳志強 06月29日 體校乙組男子三級跳遠 13.63 24 30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梁詠曦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100米 12.09 2 8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馮安翹、貝麗傅南德、何鍵靈、梁詠曦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4×100米接力 48.19 4 15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韋琪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3000米 10:15.52 12 54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韋禔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3000米 10:49.33 28 54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韋琪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2000米障礙 7:06.40 3 25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馬穎雯、何鍵靈、楊滌心、韋琪 06月29日 体校乙组女子4×400米接力 3:59.99 6 12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馬穎雯、貝麗傅南德、何鍵靈、梁詠曦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異程接力 2:19.54 7 14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田徑 田徑 黎恩熙 06月29日 體校乙組女子跳高 1.69 3 14 洛陽市新區體育中心

乒乓球 乒乓球 陳顥樺、劉縉諾、姚鈞濤、于諾 07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團體 第一階段 6 3 - 小組未能晉級 太原濱河體育中心

乒乓球 乒乓球 陳劭藍、許煒、嚴浩晴、黃凱彤 07月05日 體校乙組女子團體 第一階段 6 3 - 小組未能晉級 太原濱河體育中心

乒乓球 乒乓球 陳劭藍、嚴浩晴 07月09日 體校乙組女子雙打 0:3 - 16 16強 太原濱河體育中心

棒壘球 棒球 棒球 U19男子隊* 07月30日 體校甲組男子棒球 U19組 - 7 8 遼寧大連大學棒球場

棒壘球 棒球 棒球 U15男子隊* 07月30日 體校乙組男子棒球 U15組 - 4 7 遼寧大連大學棒球場

棒壘球 棒球 棒球 U15女子隊* 07月30日 體校乙組女子棒球 U15組 - 4 7 遼寧大連大學棒球場

棒壘球 壘球 女子U19體校組 07月28日 體校甲組女子壘球 - 9 9 廣東中山東昇棒壘球場

棒壘球 壘球 壘球 U19男子隊* 07月28日 社會俱樂部甲組男子壘球 7:0 - 10 晉級5-6名名次賽 廣東中山東昇棒壘球場

棒壘球 壘球 壘球 U19男子隊* 07月28日 社會俱樂部甲組男子壘球 11:0 5 10 廣東中山東昇棒壘球場

游泳 花樣游泳 朱家泳 07月20日 體校乙組規定動作 58.0632 34 63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謝恩臻 07月20日 體校乙組規定動作 54.8632 39 63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李姿賢 07月20日 體校乙組規定動作 54.8447 40 63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藍諾恩 07月20日 體校乙組規定動作 54.6026 41 63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黃子晴 07月20日 體校乙組規定動作 54.2868 42 63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劉靖喬 07月20日 體校乙組規定動作 52.2237 44 63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陳錦瑩 07月20日 體校乙組規定動作 49.6342 51 63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羅文希 07月20日 體校乙組規定動作 42.7500 58 63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謝恩曦 07月21日 體校甲組單人技術自選 決賽 60.4198 8 9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川副遙， 莊逸芙， 潘芷蕎(替補) 07月21日 體校甲組雙人技術自選 決賽 62.3989 8 9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謝恩臻 07月22日 體校乙組單人自由自選 決賽 62.2333 6 8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謝恩曦 07月22日 體校甲組單人自由自選 決賽 65.5667 8 9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花樣游泳 15至18歲組女子隊* 07月22日 體校甲組集體技術自選 決賽 62.6201 8 9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川副遙，潘芷蕎，莊逸芙(替補) 07月23日 體校甲組雙人自由自選 決賽 66.2000 8 9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李姿賢，朱家泳 07月23日 體校乙組雙人自由自選 決賽 62.4667 6 8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花樣游泳 15至18歲組女子隊* 07月23日 體校甲組集體自由自選 決賽 63.9000 8 9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花樣游泳 花樣游泳 13至15歲組女子隊* 07月23日 體校乙組集體自由自選 決賽 62.000 6 8 山西體育中心游泳館

游泳 水球 水球 男子隊* 07月17日 體校甲組男子水球 第3,4名決賽 5:11 4 22 順德游泳館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100米 預賽第1組 34.247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100米 預賽第1組 28.889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100米 預賽第2組 26.345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100米 半決賽第1組 34.756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100米 半決賽第1組 28.633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100米 半決賽第2組 26.75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100米 小決賽 34.145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100米 小決賽 27.97 4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0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100米 小決賽 26.289 4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200米 預賽第2組 1:03.057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200米 預賽第2組 54.893 5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200米 預賽第2組 50.119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200米 半決賽第1組 1:03.138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200米 半決賽第1組 55.033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200米 半決賽第2組 50.651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200米 小決賽 1:04.643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200米 小決賽 55.432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1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200米 小決賽 50.653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500米 預賽第2組 2:50.227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500米 預賽第2組 2:26.649 6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500米 預賽第1組 2:13.161 5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500米 半決賽第1組 2:55.324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500米 半決賽第1組 2:31.510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500米 半決賽第2組 2:15.057 5 5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女子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女子12人500米 小決賽 2:47.533 5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男子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男子12人500米 小決賽 2:25.410 4 6 太原水上中心

龍舟 龍舟 龍舟 混合隊* 07月22日 社會俱樂部組混合22人500米 小決賽 2:14.512 6 6 太原水上中心

冰球 冰球 冰球 17至19歲組男子隊* 08月07日 體校甲組男子冰球 - 5 7 河北承德冰上運動中心

冰球 冰球 冰球 14至16歲組男子隊*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冰球 - 6 8 河北承德冰上運動中心

體操 體操 黃昱霖 07月30日 男子乙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11.600 32 4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李翊民 07月30日 男子乙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11.450 34 4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昱霖 07月30日 男子乙組吊環 資格賽 4.500 40 40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昱霖 07月30日 男子乙組跳馬 資格賽 10.575 16 18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李翊民 07月30日 男子乙組跳馬 資格賽 10.500 17 18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李翊民 07月30日 男子乙組雙槓 資格賽 9.800 38 4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昱霖 07月30日 男子乙組雙槓 資格賽 5.500 39 4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昱霖 07月30日 男子乙組單槓 資格賽 10.650 36 4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李翊民 07月30日 男子乙組單槓 資格賽 9.700 39 4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朱柏臻 07月30日 男子甲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11.200 61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馮奧朗 07月30日 男子甲組鞍馬 資格賽 4.700 63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馮奧朗 07月30日 男子甲組跳馬 資格賽 11.875 16 18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朱柏臻 07月30日 男子甲組跳馬 資格賽 10.375 17 18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朱柏臻 07月30日 男子甲組雙槓 資格賽 11.100 55 66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馮奧朗 07月30日 男子甲組單槓 資格賽 10.650 63 66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黄靖晴 07月31日 女子乙組跳馬 資格賽 10.500 56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樂 07月31日 女子乙組跳馬 資格賽 10.500 56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曾灝琛 07月31日 女子乙組跳馬 資格賽 10.400 59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李泯澄 07月31日 女子乙組跳馬 資格賽 10.350 61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曾灝琛 07月31日 女子乙組高低杠 資格賽 7.400 61 64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李泯澄 07月31日 女子乙組高低杠 資格賽 3.500 62 64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黄靖晴 07月31日 女子乙組高低杠 資格賽 2.950 63 64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樂 07月31日 女子乙組高低杠 資格賽 2.650 64 64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李泯澄 07月31日 女子乙組平衡木 資格賽 11.350 40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黄靖晴 07月31日 女子乙組平衡木 資格賽 10.600 58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樂 07月31日 女子乙組平衡木 資格賽 10.300 61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曾灝琛 07月31日 女子乙組平衡木 資格賽 10.200 62 65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樂 07月31日 女子乙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10.550 54 66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黄靖晴 07月31日 女子乙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10.500 56 66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曾灝琛 07月31日 女子乙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10.450 58 66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李泯澄 07月31日 女子乙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9.400 66 66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曾灝琛、李泯澄、黄靖晴、鍾恩樂 07月31日 體校女子乙組團體 資格賽 141.600 13 13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恩晞 07月31日 女子甲組跳馬 資格賽 12.000 12 13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悅 07月31日 女子甲組跳馬 資格賽 11.750 13 13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悅 07月31日 女子甲組高低杠 資格賽 7.850 48 5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恩晞 07月31日 女子甲組高低杠 資格賽 7.700 49 5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恩晞 07月31日 女子甲組平衡木 資格賽 11.200 35 5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悅 07月31日 女子甲組平衡木 資格賽 10.050 46 5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恩晞 07月31日 女子甲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10.650 42 5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悅 07月31日 女子甲組自由體操 資格賽 9.550 48 5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黃恩晞 07月31日 體校女子甲組個人全能 資格賽 41.650 44 5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體操 體操 鍾恩悅 07月31日 體校女子甲組個人全能 資格賽 39.350 46 51 山西體育中心體育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鄭栩彬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55kg 1/8決賽 4:2 - 20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鄭栩彬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55kg 1/4決賽 PTG - 20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鄭栩彬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55kg  半決賽 2:1 - 20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郭浩森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68kg 1/8決賽 3:5 - 18 1/8決賽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吳昊晉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76kg  1/8決賽 2:1 - 18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吳昊晉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76kg  1/4決賽 1:0 - 18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吳昊晉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76kg  半決賽 HAN - 18 半決賽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陳梓軒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61kg  1/8決賽 PTG - 20 1/8決賽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陳梓軒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61kg 復活賽第1輪 HAN - 20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陳梓軒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61kg 復活賽第2輪 1:5 - 20 復活賽第2輪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鄧宇軒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個人型 第一輪第二組 25.28 - 17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鄧宇軒 08月04日 體校甲組男子個人型 第二輪第二組 25.02 - 17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郭灝謙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個人型 第一輪第二組 22.68 - 10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陸蔚喬 08月04日 體校甲組女子個人型 第一輪第二組 25.34 - 12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陸蔚喬 08月04日 體校甲組女子個人型 第二輪第二組 24.94 - 12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蔣先怡 08月04日 體校乙組女子個人型 第一輪第一組 23.42 - 12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蔣先怡 08月04日 體校乙組女子個人型 第二輪第一組 23.62 - 12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葉訓立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52kg 1/8決賽 3:0 - 16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葉訓立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52kg 1/4決賽 0:3 - 16 1/4決賽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石塚叡彌沙 08月05日 體校乙組女子-54kg 1/8決賽 5:2 - 20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石塚叡彌沙 08月05日 體校乙組女子-54kg 1/4決賽 1:7 - 20 1/4決賽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葉訓立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52kg 復活賽第1輪 HAS - -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葉訓立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52kg 復活賽第2輪 HAN - - 復活賽第2輪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周曦活 08月05日 體校甲組女子-66kg 1/8決賽 1:6 - 16 1/8決賽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周曦活 08月05日 體校甲組女子-66kg 復活賽第1輪 2:1 - -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周曦活 08月05日 體校甲組女子-66kg 復活賽第2輪 1:0 - -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石塚叡彌沙 08月05日 體校乙組女子-54kg 復活賽第2輪 3:0 - -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石塚叡彌沙 08月05日 體校乙組女子-54kg 復活賽第3輪 2:1 - - 晉級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郭灝謙 08月06日 體校乙組男子個人型 銅牌賽第一組 23.34 3 10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吳昊晉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76kg 銅牌賽 2:1 3 18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鄧宇軒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個人型 決賽 25.94 1 17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鄭栩彬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55kg  決賽 6:1 1 20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蔣先怡 08月06日 體校乙組女子個人型 銅牌賽第一組 23.40 5 12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周曦活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66kg 銅牌賽 2:0 3 16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石塚叡彌沙 08月06日 體校乙組女子-54kg 銅牌賽 PTG 5 20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空手道 空手道 陸蔚喬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個人型 決賽 24.56 2 12 臨汾同盛實驗中學藝體館

馬術 馬術 傅筱喬 08月02日 體校乙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資格賽 63.888 12 29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楊紫玲 08月02日 體校乙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資格賽 61.428 20 29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余承熹 08月02日 體校乙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資格賽 58.491 26 29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余承熹、 傅筱喬、 楊紫玲 08月02日 體校乙組盛裝舞步團體賽 決賽 183.807 6 8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陳萃彥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資格賽 70.459 2 28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梁戴安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資格賽 62.930 19 28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淩慇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資格賽 61.436 24 28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陸明蕊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資格賽 55.574 28 28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陳萃彥、 淩慇、 陸明蕊、 梁戴安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盛裝舞步團體賽 決賽 194.825 5 7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楊紫玲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決賽 64.539 13 29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傅筱喬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決賽 63.333 16 29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陳萃彥 08月05日 體校甲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決賽 70.810 3 28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梁戴安 08月05日 體校甲組盛裝舞步個人賽 決賽 64.932 16 28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李善榆 08月07日 體校甲組場地障礙個人賽 資格賽 75.13 13 38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鍾子翔 08月07日 體校甲組場地障礙個人賽 資格賽 87.84 21 38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林漢耀 08月07日 體校甲組場地障礙個人賽 資格賽 74.11 25 38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馮浩源 08月07日 體校甲組場地障礙個人賽 資格賽 94.37 32 38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林漢耀、馮浩源、 李善榆、鍾子翔 08月07日 體校甲組場地障礙團體賽 決賽 237.08 6 10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黃籽頤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場地障礙個人賽 資格賽 60.15 18 56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伍永澤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場地障礙個人賽 資格賽 63.58 23 56 晉級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楊竣溢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場地障礙個人賽 資格賽 65.86 52 56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陳臻熙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場地障礙個人賽 資格賽 62.10 54 56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馬術 馬術 黃籽頤、 陳臻熙、 伍永澤、楊竣溢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場地障礙團體賽 決賽 189.59 13 16 山西玉龍國際馬術俱樂部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伍泰龍 08月02日 體校甲組男子半程組 56:38 1 16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曾祥星 08月02日 體校甲組男子短距離組 32:36 1 22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葉德朗 08月02日 體校乙組男子短距離組 34:25 1 15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葉進陽 08月02日 體校乙組男子超短距離組 23:00 3 13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韋祺 08月03日 體校甲組女子半程組 1:06:44 2 8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韋禔 08月03日 體校甲組女子短距離組 36:23 4 16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盧卓逸 08月03日 體校乙組女子短距離組 38:26 1 14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韋樂 08月03日 體校乙組女子超短距離組 25:30 2 11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韋禔、曾祥星、韋祺、伍泰龍 08月05日 體校甲組混合接力 1:29:36 1 8 運城芮城縣聖天湖體育小鎮

攀岩 攀岩 劉子翹、鍾文禧、黎子健 08月04日 體校乙組男子速度接力 預賽 FALL 7 8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5日 體校甲組男子攀石 預賽 - 4 12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5日 體校甲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速度赛 6.635 3 23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5日 體校甲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攀石赛 - 9 23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5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攀石賽 - 4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余小曲 08月05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攀石賽 - 6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5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速度赛 15.306 7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余小曲 08月05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速度賽 16.553 9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5日 體校乙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速度賽 15.822 11 1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文雪綾 08月05日 體校乙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速度賽 22.625 13 1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5日 體校乙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難度賽 1:37 7 1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文雪綾 08月05日 體校乙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難度賽 2:28 8 1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劉子翹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速度賽 11.608 17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速度賽 11.722 18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難度預賽 2:45 6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劉子翹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難度預賽 2:45 16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黎子健 08月05日 體校乙組男子速度（標準賽道） 預賽 11.688 9 9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6日 體校乙組男子攀石 預賽 - 3 11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6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攀石賽 - 5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劉子翹 08月06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攀石賽 - 16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難度 預賽 4:38 2 6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難度 決賽 3:11 3 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6日 體校乙組女子攀石 預賽 - 4 7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6日 體校乙組女子攀石 決賽 - 4 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全能 全能賽難度賽 2:02 11 23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 297 5 23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攀石 全能決賽 - 5 23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難度 全能決賽 2:18 4 23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速度（標準賽道） 全能速度1/4決賽 7.509 - -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速度（標準賽道） 全能速度1/2決賽 11.628 - - 1/2決賽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速度（標準賽道） 全能速度小決賽 7.274 - - 小決賽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全能 全能決賽 80 6 23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賽難度賽 4:38 3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余小曲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賽難度賽 - 7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 84 4 10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余小曲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 378 8 10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攀石 全能決賽 - 5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余小曲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攀石 全能決賽 - 6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難度 全能決賽 - 2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余小曲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難度 全能決賽 - 5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速度（標準賽道） 全能速度1/4決賽 15.599 - - 1/4決賽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余小曲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速度（標準賽道） 全能速度1/4決賽 15.105 - - 1/4決賽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淨淳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決賽 70 4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余小曲 08月06日 體校甲組女子全能 全能決賽 240 8 1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6日 體校乙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攀石賽 - 6 15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文雪綾 08月06日 體校乙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攀石賽 - 10 15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 540 8 22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劉子翹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預賽 4352 18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難度 全能決賽 2:29 5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攀石 全能決賽 - 4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速度（標準賽道） 全能速度1/4決賽 11.493 - - 1/4決賽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全能 全能決賽 140 5 2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 462 8 16 晉級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文雪綾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女子全能 全能預賽 1040 11 1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女子難度 全能決賽 - 6 1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女子攀石 全能決賽 - 7 1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女子速度（標準賽道） 全能速度1/4決賽 18.313 - - 1/4決賽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施瑋琳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女子全能 全能決賽 294 8 16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黄卓楠 08月07日 體校甲組男子攀石 決賽 - 4 12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鍾文禧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攀石 決賽 - 3 11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攀岩 攀岩 劉子翹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難度 決賽 - 2 8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滑板 滑板 鄧健俊 08月02日 社會俱樂部甲組男子街式 預賽 7.33 25 32 山西極限運動中心

滑板 滑板 馮達誠 08月02日 社會俱樂部甲組男子街式 預賽 4.67 31 32 山西極限運動中心

滑板 滑板 張祥 08月02日 社會俱樂部乙組男子碗式 預賽 5.67 15 28 山西極限運動中心

自行車 山地自行車 何冠熹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男子越野賽 決賽 DNF3 - - 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園

自行車 山地自行車 芮宗仁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男子越野賽 決賽 DNS - - 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園

自行車 山地自行車 高浩然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男子越野賽 決賽 DNS - - 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園

自行車 山地自行車 陳業達 08月03日 體校甲組男子越野賽 決賽 DNS - - 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園

自行車 山地自行車 關旨君 08月03日 體校甲組女子越野賽 決賽 -1LAP 10 11 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園

自行車 山地自行車 馮弘喆 08月03日 體校乙組男子越野賽 決賽 -1LAP 20 24 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園

自行車 山地自行車 胡偉鍇 08月03日 體校乙組男子越野賽 決賽 -1LAP 21 24 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園

自行車 場地自行車 曹棨光、何冠熹、梁耀希、朱浚瑋 08月06日 體校甲組男子團體追逐賽 資格賽 4:18.629 11 12 山西體育中心自行車館

自行車 場地自行車 戴偉軒、李洛文、李振康、凌鈞傑 08月06日 體校乙組男子3公里團體追逐賽 資格賽 3:18.127 9 10 山西體育中心自行車館

自行車 場地自行車 楊礎搖 08月07日 體校甲組女子250米原地起動計時賽 資格賽 20.377 12 17 山西體育中心自行車館

自行車 場地自行車 程嬿珊 08月07日 體校甲組女子250米原地起動計時賽 資格賽 22.267 17 17 山西體育中心自行車館

自行車 場地自行車 程嬿珊、楊礎搖 08月07日 體校甲組女子團體競速賽 資格賽 37.814 10 10 山西體育中心自行車館



自行車 場地自行車 戴偉軒、李家熙、莫沚駿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團體競速賽 資格賽 49.042 8 10 山西體育中心自行車館

自行車 場地自行車 梁悅、張履檾 08月07日 體校乙組女子團體競速賽 資格賽 39.927 12 12 山西體育中心自行車館

自行車 場地自行車 戴偉軒、李家熙、莫沚駿 08月07日 體校乙組男子團體競速賽 第一輪 48.698 8 8 山西體育中心自行車館

*龍舟 女子隊成員: 馬濼殷、梁凱楠、林汛羲、彭筠貽、王藝樺、石靄嵐、吳采兒、李詩慧、張靄齡、梁子晴、陳婉婷

*龍舟 男子隊成員: 陳鎮洋、譚梓俊、鄭藝燊、蔡景諾、施咏豪、洪子軒、趙穎軒、蘇瑋靖、陳桂龍、盧朗森、蔡文軒、陳鎮霖、葉葆晟、張嘉熙、盧俊業

*龍舟 混合隊成員: 龍舟 女子與男子隊成員

*足球 男子隊12-13歲組成員: 李海源、楊思齊、梁綽倫、陳子淳、許天朗、許天樂、庾泳棋、鍾卓嵐、蘇哿遵、張  瞻、梁柏然、黃逸藍、曾浩駿、陳力恩

*足球 男子隊14-15歲組成員: 呂洛弘、鍾正、黎尚栩、朱皓林、鍾賢、殷昊軒、翁嘉禧、李俊霆、張竣浩、曾慶泓、張宗文、林俊維

*足球 女子隊14歲組成員: 陳頌文、翁曉柔、朱寶恩、陳忠蓮、鄭芷婷、梁匡蕎、林裕殷、羅悦沂、高曉愿、李懿茵、麥雅雯、盧靖愉、李宇宸、李巧怡、曾樂妍、吳恩樂、梁卿文、徐圖禧、陳芷珊、劉思嘉

*手球 女子隊U18成員: 曾婉琳、吳嘉妮、鄭曉容、李芷欣、戴子怡、王潔樺、梁藝、黃秋婷、林樂兒、孔倩瑜、林卓琪、卓凱晴、何丹儀、洪卓翹、莊斯琪、郭芷彤

*手球 女子隊U16成員: 李施穎、蘇綺晴、梁頴言、貝芷彤、黃海藍、黃樂潁、陳芷茵、陳嘉慧、謝玉儀、盧愉月、黃綽晞、林曉彤、秦可心、施欣儀、呂芷淇、樊嘉鈴

*手球 男子隊U16成員: 蘇俊軒、江力為、吳澤斌、關健輝、莫敬朗、梁凱喬、馮智聰、梁栢朗、陳嘉熙、葉滋權、陳永曦、石銘澤、薜浩鋒、巫迪濤、黃塱鎏、吳坤霖

*棒球 男子隊U19成員: 陳卓穎、陳浩熙、陳暉輝、方慶輝、方文熙、方子熙、馮安生、郭諾晞、郭　禹、李浩誌、莫竣林、沈欣杰、岑展銜、譚浩其、黃浩哲、黃思進、黃睿鋒、安田祐思、余浩驄、葉雅榮、鄭名浚、伍信熙、曾健南

*棒球 男子隊U15成員: 敖倬文、陳浩賢、陳弘傑、鄭宇軒、張朗麒、張旨鎬、張頴峰、張頴騏、賴卓南、李朗晴、盧軒樂、麥有晟、吳子霆、黃禮恒、顧倬瑋

*棒球 女子隊U15成員: 陳卓文、陳樂嬈、張婷惠、全倬誼、郭芷晴、何灝藍、洪樂怡、金　佳、鄺彥琛、林　悅、梁璐瑤、梁穎芝、梁嘉淇、吳慧欣、曾詠彤、黃善瑩、尤思明、余潤琪

*冰球 男子隊17至19歲組成員: Goldberg Matthew Sila、王賢樂、任懿、何彥亨、張溥浤、李炫創、姜悅生、徐綽宏、黄子灏、黄兆麟、黄展程、譚澤騫、颜焯朗、石塚叡韜、歐陽樂林、麥雋笙、饒信基、饒信希、鄭浩天、岑力恆、李俊賢

*冰球 男子隊14至16歲組成員: 任遊、鄺曦喆、吳優、張顥麇、李宇軒、周倬男、羅英泓、陳柏皓、鍾傳深、徐家翹、徐綽希、龔子軒、黄森朗、譚宇哲、蔡少霖、賴柏綸、鍾卓恒、鄧博仁、梁偉熙、程元嶸、黄鎮洋、何弘俊、林卓謙、麥俊泓、黃俊其、陳雋曦、朱澤熙

*花樣游泳 女子隊15至18歲組成員: 莊逸芙、謝恩曦、川副遙、潘芷蕎、周靖琳、錢栢妍、李娜迪、陳錦瑤、岑安、譚蒨文

*花樣游泳 女子隊13至15歲組成員: 謝恩臻、朱家泳、劉靖喬、李姿賢、黃子晴、藍諾恩、陳錦瑩、羅文希

*水球 男子隊成員: 張焯稀、程梓舜、范麒智、張梓軒、何浚鏗、郭普傑、黎子豪、劉學譽、李璟逸、廖宇玄、邵卓言、邱晉灝、姚弘軒、梁誠俊、陳唯浚

*壘球 男子隊U19成員: 潘梓浩、梁樂生、方鏡翔、洪梽傑、提樂添、提樂晞、司徒珞衡、陳子揚、何家俊、林誌康、吳駿民、高爾廷、關誠熙、洪海傑、李恩碩、楊慶霆、陳頌睿

*壘球 女子隊U19成員: 陳家怡、陳穎琛、劉雪汶、黃詩穎、羅巧瑤、吳悅兒、溫卓衡、吳樂儀、黎烙彤、徐雪妮、葉㬢、陳舒雅、陳依琳、張曉彤、陳茜儀、霍寶怡、趙澆慰、林瑋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