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100米/m 姓名 Name 翁偉彬 叢義滋 譚景棠 馮振軒 王焯然 陳郁星 LO Yiu-kai Andre 譚儆昕 陳嘉淇
成績 Result (13"46) (13"51) (13"59) (11'25) (11"28) (11"98) (12"12) (12"13) (12"20)

200米/m 姓名 Name 叢義滋 梁其智 譚景棠 馮振軒 陳郁星 陳建丞 LO Yiu-kai Andre 譚皓謙
成績 Result (28"21) (28"50) (29"31) (22"86)* (24"29) (26"81) (25"27) (25"95)

400米/m 姓名 Name 李俊傑 翁偉彬 梁其智 郭梓峰 許華生 譚皓謙 譚儆昕 何洛圖
成績 Result (1'03"94) (1'11"80) (1'16"00) (52"47) (53"90) (1'02"53) (1'05"31) (1'09"58)

800米/m #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1500米/m #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5000米/m #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跨欄/ Hurdle 姓名 Name 盧文禮 張日朗 陳望希
110 米/m 成績 Result (1'50"50) (19"66) (19"98)

跳高 姓名 Name 梁其智 何萬業 袁偉釗
High Jump 成績 Result (1.40m) (1.30m) (2.03m)*

跳遠 姓名 Name 馬若飛 何萬業 譚景棠 李浩賢 劉晉瑋 譚儆昕 徐承杰
Long Jump 成績 Result (5.39m) (4.26m) (4.09m) (4.31m) (5.66m) (4.71m) (4.69m)

三級跳遠 名次 Place

Triple Jump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鉛球 名次 Place

Shot Put # 姓名 Name 程銘峰 徐浚琋
成績 Result (7.52m) (6.93m)

標槍 姓名 Name

Javelin 成績 Result

鐵餅 名次 Place

Discus 姓名 Name 黃偉璁
成績 Result (19.11m)

接力 Relay 名次 Place

4 x100 米/m  # 姓名 Name SJA

成績 Result (55"29)

接力 Relay 名次 Place

4 x400 米/m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張溢智
／

第三名  2nd Runner-up

／ ／ ／ ／

／ ／
(13.28m)

袁鑑康

(11.64m)

#   是項比賽合併組別進行。

     The event was launched in combined age grouping.

*   刷新大會紀錄

     New Record

／

／

(18'12"96)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張溢智 任國泰

馬若飛

(20'02"30)

第三名 2nd Runner-up

吳添滿

CCSC 244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

第二名  1st Runner-up

(3'56"65)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7.53m)

第三名  2nd Runner-up

(19'10"69)

第二名  1st Runner-up

陳加璁

第二名  1st Runner-up

劉晉瑋

／ ／ ／ ／ ／

(4.90m) (4.62m)

第一名  Champion

／ ／

／ ／

／

／

／ ／ ／

／

第一名  Champion

第三名  2nd Runner-up

馮柏謙 黃嘉希 劉晧賢

(4'40"82) (4'44"00) (4'56"39)

／

第三名  2nd Runner-up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得獎名單

Eastern District Age Group Athletic Meet 2019

Competition Result

男子 : A, B 及 C 組

Aged 35 or above Aged 19-34

C

Men : Division A, B & C

19-34歲

先進
Master

16-18歲

Aged 16-18

A

組別

 Division

項目 Event

35歲或以上

(3'52"21)

(12.36m)* (12.30m)* (11.25m)

第一名  Champion

SJA 1

名次 Place

青少年
Youth

B

成年
Adult

招智洋歐文傑 黃嘉希

第一名  Champion

(2'05"85)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朱洛言 伍俊傑 李俊傑

(2'07"21) (2'26"44)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60米/m 姓名 Name 蔡柏賢 彭玄同 梁皓軒 陳祉煜 陸祖橋 黃晞朗
 成績 Result (      ) (      ) (      ) (8"33) (8"63) (9"10) (9"71) (9"94) (10"10)

100米/m 姓名 Name 周朗然 郭駿傑 陳翔安 王凱炫 王子彬 彭玄同 陳祉煜 陸祖橋 余昊錕
成績 Result (12"53) (12"95) (13"01) (12"72)* (13"31) (13"69) (15"65) (16"19) (16"22)

200米/m 姓名 Name 利嘉浩 麥頌鏗 周朗然 王凱炫 蔡柏賢 陳憲鈞
成績 Result (24"44) (25"66) (26"01) (25"73)* (26"94) (29"25)

400米/m 姓名 Name 朱洛言 利嘉浩 楊柏朗 區皓駿 周正熙 林子喬
成績 Result (53"09)* (55"34)* (58"64) (1'07"55) (1'07"66) (1'09"98)

800米/m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1500米/m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跨欄/ Hurdle 姓名 Name 陳煒亮 羅天遙 陳智軒
100米/m 成績 Result (16"74) (17"05) (18"58)

跳高 姓名 Name 羅天遙 朱竣晞/陳翔安 李皓宇 林賢昊 陳朗灝
High Jump 成績 Result (1.55m) (1.50m) (1.30m) (1.25m) (1.25m)

跳遠 姓名 Name 麥頌鏗 温進鏗 何卓軒 梁梓軒 陳憲鈞 梁煒浚 姚舜治 林天行 黃安意
Long Jump 成績 Result (5.12m) (4.94m) (4.81m) (4.33m) (4.01m) (3.70m) (3.39m) (3.26m) (3.18m)

鉛球 姓名 Name 陳柏熙 陳嘉煒 譚浩廷
Shot Put 成績 Result (11.72m) (10.28m) (8.77m)

壘球 姓名 Name 林源祺 彭玄同 楊子曄 施偉豪 施偉龍 李光輝
Soft Ball 成績 Result (36.15m) (33.71m) (32.78m) (25.58m) (24.69m) (20.90m)

標槍 姓名 Name

Javelin 成績 Result

鐵餅 姓名 Name 何俊傑 譚浩廷 陳柏熙
Discus 成績 Result (27.27m) (25.23m) (24.02m)

接力 Relay 姓名 Name CCSC B41 SMS 3 SJA LLSY 2 華小一隊 柴米1隊 SAPS (B) 隊 柴米4隊 蘇浙小學
4 x100 米/m 成績 Result (50"46) (52"70) (55"10) (57"66) (58"42) (58"87) (1'07"08) (1'08"47) (1'09"39)

接力 Relay 姓名 Name

4 x400 米/m  # 成績 Result

項目 Event Aged 13-15 Aged 10-12 Aged 6-9

名次 Place

#   是項比賽合併組別進行。

     The event was launched in combined age grouping.

*   刷新大會紀錄

     New Record

／

D E F

13-15歲 10-12歲 6-9歲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得獎名單

Eastern District Age Group Athletic Meet 2019

Competition Result

男子組: D, E 及 F 組

Men: Division D, E & F

組別

Division

青少年
Youth

青少年
Youth

兒童
Children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100米/m 姓名 Name 葉珊明 施麗芳 吳秀君 吳嘉欣 劉恩希 李愛詩 葉尹蕎
成績 Result (15"23)* (15"60) (17"82) (29"95) (14"21) (14"25) (14"53)

200米/m 姓名 Name 施麗芳 吳秀君 關英褀 吳嘉欣 劉恩希 李愛詩 葉尹蕎
成績 Result (32"30)* (38"32) (39"74) (1'12"01) (30"21) (30"31) (31"12)

400米/m 姓名 Name 關英褀 黃影彤
成績 Result (1'35"75) (1'06"07)*

800米/m #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1500米/m #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5000米/m #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跨欄/ Hurdle 名次 Place

100米/m # 姓名 Name 李錦瑩
成績 Result (21"98)

跳高 姓名 Name 吳嘉欣 李錦瑩
High Jump 成績 Result (0.85m) (1.25m)

跳遠 姓名 Name 葉珊明 陳詠詩 許詠誼 范芷惠 李錦瑩
Long Jump 成績 Result (3.33m) (2.67m) (2.63m) (3.44m) (3.12m)

三級跳遠 名次 Place

Triple Jump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鉛球 名次 Place

Shot Put # 姓名 Name 陳皓昕 劉翹慧 鄭雙萌
成績 Result (6.84m) (5.55m) (4.70m)

標槍 姓名 Name

Javelin 成績 Result

鐵餅 名次 Place

Discus 姓名 Name 陳皓昕 劉翹慧
成績 Result (21.44m) (14.90m)

接力 Relay 名次 Place

4 x100 米/m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接力 Relay 名次 Place

4 x400 米/m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 ／ ／ ／／ ／

／／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 ／

／ ／ ／

／ ／ ／ ／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6.76m) (3.88m) (3.79m)

#   是項比賽合併組別進行。

     The event was launched in combined age grouping.

*   刷新大會紀錄

     New Record

／ ／

／ ／

／ ／ ／ ／

(31'13"37)

第一名  Champion

葉珊明

(23"94)

第一名  Champion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張凱筑 吳秀吟

周潔冰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二名  1st Runner-up

吳秀君

項目 Event Aged 35 or above Aged 19-34 Aged 16-18

名次 Place

第一名  Champion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鍾嘉雯

(2'49"33) (3'06"33) (3'16"70)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梁曉欣 鍾嘉雯 謝卓昕

(6'52"01)(6'01"90) (6'29"31)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得獎名單

Eastern District Age Group Athletic Meet 2019

Competition Result

 女子 : A, B 及 C 組

Women : Division A, B & C

組別

 Division

先進
Master

成年
Adult

青少年
Youth

A B C

35歲或以上 19-34歲 16-18歲

(6'22"93)

第三名  2nd Runner-up

SMS 2
／ ／

／ ／／

／ ／

黃曉嵐 謝卓昕

／

／ ／ ／ ／ ／ ／ ／

第三名  2nd Runner-up

／ ／ ／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第一名

Champion

第二名

1st Runner-up

第三名

2nd Runner-up

60米/m 姓名 Name 李采霖 楊雨恩 羅若林 鄭芷殷 陳希悅 陳皜妍
 成績 Result (9"30) (9"42) (9"43) (9"67) (9"85) (10"07)

100米/m 姓名 Name 羅天佑 吳靖雯 陳采迎 歐陽子恩 許晴 李采霖 鄭芷殷 陳希悅 陳皜妍
成績 Result (13"74) (13"85) (14"23) (14"01) (14"57) (14"62) (15"42) (15"85) (16"01)

200米/m 姓名 Name 羅天佑 陳采迎 蔡依霖 歐陽子恩 許晴 劉鎧盈
成績 Result (29"63) (31"08) (31"61) (30"26) (31"67) (32"11)

400米/m 姓名 Name 李奕彤 蔡依霖 林翠山 施穎霖 黃睿桐 冼暐喬
成績 Result  (1'09"49) (1'14"40) (1'16"39)  (1'11"00) (1'17"02) (1'22"39)

800米/m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1500米/m  # 姓名 Name

成績 Result

跨欄/ Hurdle 姓名 Name 王思婷 翁希晴 林小琪
100米/m 成績 Result  (21"09) (22"22) (22"24)

跳高 姓名 Name 吳靖雯 酆卓瑤 楊子嬅 戚映嵐 施穎霖 陳凱瑤
High Jump 成績 Result  (1.30m) (1.30m) (1.30m) (1.22m) (1.20m) (1.15m)

跳遠 姓名 Name 李奕彤 酆卓瑤 翁希晴 楊雨恩 馮韻熙 曾子盎 樂映瑤 楊諾恩 朱旨悅
Long Jump 成績 Result  (4.51m) (4.44m) (4.19m)  (4.15m) (3.90m) (3.74m) (3.09m) (3.03m) (3.00m)

鉛球 姓名 Name 李莉筠 鄭詠琳 蔡芊婷
Shot Put 成績 Result  (7.70m) (5.91m) (3.89m)

壘球 姓名 Name 張凱晴 蔡曉晴 胡睿庭 陳婉菁 樂映瑤 王語妃
Soft Ball 成績 Result  (35.05m) (30.62m) (29.85m) (19.34m) (18.80m) (17.28m)

標槍 姓名 Name

Javelin 成績 Result

鐵餅 姓名 Name 劉好 鄭詠琳 簡曉彤
Discus 成績 Result  (16.73m) (13.59m) (13.37m)

接力 Relay 姓名 Name CCSC GB41 SMS 1 SJA CSHK 2 CCSC GE41 NPMPS 09G CSHK 1 蘇浙小學 SAPS (C) 隊
4 x100 米/m 成績 Result  (1'00"04) (1'00"45) (1'03"13)  (1'00"04) (1'00"86) (1'03"27)  (1'05"26) (1'07"70) (1'09"34)

接力 Relay 姓名 Name

4 x400 米/m  # 成績 Result

#   是項比賽合併組別進行。

     The event was launched in combined age grouping.

*   刷新大會紀錄

     New Record

項目 Event

10-12歲

Aged 13-15

6-9歲

Aged 6-9Aged 10-12

名次 Place

F

13-15歲

ED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得獎名單

Eastern District Age Group Athletic Meet 2019

Competition Result

Women: Division D, E & F

兒童
Children

青少年
Youth

女子組: D, E 及 F 組

組別

Division

青少年
Yo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