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簡易運動大賽 －IAAF兒童田徑比賽」已於 2020年 1月 11日(星期六)

在灣仔運動場舉行，比賽結果如下： 

 

甲組-單項名次 

 

原地擲膠圈 

 

速度跨欄 

 

前拋葯球 

 

十字跳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三年級 

冠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1 

季軍 靈光小學 Emmanuel 2隊 

殿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殿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三年級 2隊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亞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三年級 

季軍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1 

殿軍 英華小學 英華二年級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三年級 

亞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1 

季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殿軍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聖母聖心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亞軍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1 

季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1 

殿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伊小 A隊 

殿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三年級 1隊 



來回節奏跑 

立定跳遠 

 

擲標槍 

 

A級方程式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1 

亞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季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1 

殿軍 靈光小學 Emmanuel 2隊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三年級 

亞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1 

季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殿軍 英華小學 英華二年級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三年級 

亞軍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1 

季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殿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三年級 1隊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三年級 1隊 

亞軍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1 

季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1 

殿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甲組-團體名次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 

亞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1 

季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三年級 

殿軍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1 

優異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三年級 1隊 

優異 靈光小學 Emmanuel 2隊 

優異 英華小學 英華二年級 

優異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聖母聖心 

優異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皇同學會 

優異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伊小 A隊 

優異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三年級 2隊 

優異 北角衞理小學 北角衞理小學 1隊 



乙組-單項名次 

 

原地擲膠圈 

 

速度跨欄 

 

前拋葯球 

 

十字跳 

 

來回節奏跑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伊小 B隊 

亞軍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青松湖景(乙組) 

季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3 

殿軍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3 

殿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亞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一年級 

季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3 

殿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伊小 B隊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亞軍 元朗商會小學 元商小 

亞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3 

殿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一年級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亞軍 靈光小學 Emmanuel 

季軍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3 

殿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一年級 2隊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亞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3 

季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伊小 B隊 

殿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一年級 1隊 



立定跳遠 

 

擲標槍 

 

A級方程式 

 

乙組-團體名次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一年級 

亞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季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3 

殿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一年級 1隊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一年級 

亞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一年級 1隊 

季軍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青松湖景(乙組) 

殿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元朗商會小學 元商小 

亞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季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一年級 1隊 

殿軍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青松湖景(乙組) 

名次 學校名稱 隊名 

冠軍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乙組) 

亞軍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LMC3 

季軍 英華小學 英華一年級 

殿軍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附一年級 1隊 

優異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伊小 B隊 

優異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青松湖景(乙組) 

優異 元朗商會小學 元商小 

優異 景林天主教小學 景天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