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班號 姓名 項目一 項目二 項目三

1A 1 陳婧昕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1A 2 陳碧琪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二百米

1A 3 陳佩穎 女子丙組鉛球

1A 5 鍾曉瀅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高 女子丙組跳遠

1A 6 董燕燕 女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1A 7 馮曉童 女子丙組一百米

1A 8 何綺淇 女子丙組跳遠

1A 9 林湘芸 女子丙組八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1A 10 林穎欣 女子丙組八百米

1A 11 梁希平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1A 12 梁海琪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1A 13 梁穎嵐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1A 14 呂芷妮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1A 15 吳愷桐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1A 16 蘇芷晴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1A 17 楊穎芝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1A 18 陳展垣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1A 19 陳曉文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高 男子丙組跳遠

1A 20 鄭堯迅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1A 21 鄭宇志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A 22 張文軒 男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1A 23 鍾嘉輝 男子丙組一百米

1A 24 簡朗 男子丙組鉛球

1A 25 林海鵬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高 男子丙組跳遠

1A 26 李福琛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A 27 連凱為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1A 30 黃嘉文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丙組鐵餅

1A 31 黃冠菥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A 32 王麇顥 男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丙組跳遠

1B 1 陳梓琪 女子丙組二百米

1B 2 陳伊曼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丙組跳高

1B 3 何珮琳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跳高 女子丙組跳遠

1B 4 禤雪兒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丙組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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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5 黎芷欣 女子丙組四百米

1B 6 李雅慧 女子丙組四百米

1B 7 李穎欣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丙組跳高

1B 8 蘇心燕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丙組跳高

1B 9 曾樂怡 女子丙組跳高

1B 11 陳智匡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B 12 徐康迪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B 13 鍾 濂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跳高 男子丙組跳遠

1B 15 何懿翀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1B 16 許圳濠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B 17 賴浩權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B 19 劉宏略 男子丙組鉛球

1B 22 莫挺輝 男子丙組一百米

1B 23 譚家樂 男子丙組跳遠

1B 25 詹富鈞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B 27 胡港威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B 28 楊汶軒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C 1 徐子淇 女子丙組四百米

1C 2 馮潔萍 女子丙組一百米

1C 3 葛凱盈 女子丙組跳遠

1C 4 劉喜楨 女子丙組鉛球

1C 5 文可盈 女子丙組跳遠

1C 6 丘 琪 女子丙組一百米

1C 7 楊思敏 女子丙組一百米

1C 8 楊紫婷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1C 9 張文濠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高

1C 10 黎諾軒 男子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1C 11 林俞成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1C 12 羅浩揚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高

1C 13 李樂天 男子丙組鉛球 男子丙組鐵餅

1C 14 梁浩源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C 15 李震炬 男子丙組一百米

1C 16 李輝帆 男子乙組跳遠

1C 17 勞暐然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C 18 田耀文 男子丙組鉛球

1C 19 徐嘉希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C 20 王俊杰 男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D 1 曹愛君 女子乙組鉛球

1D 2 曹愛詩 女子乙組鉛球

1D 3 鄺卓琳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1D 4 李賽鳳 女子丙組鉛球

1D 5 梁雪怡 女子丙組一百米

1D 6 羅喜寶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1D 7 吳小倩 女子丙組八百米 女子丙組跳高 女子丙組跳遠

1D 8 鄧愷晴 女子丙組鉛球

1D 9 鄧雅文 女子丙組一百米

1D 11 楊佩詩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二百米

1D 12 葉沛雯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高 女子丙組跳遠

1D 13 陳宏毅 男子乙組四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鉛球

1D 14 鍾穎樂 男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丙組跳遠

1D 15 羅鎬坤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D 16 萬靖維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1D 17 蘇昕楠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1D 18 王君賢 男子丙組一百米

1D 19 丘仲樂 男子丙組二百米

1D 20 楊立楠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1E 2 蔡詩雅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1E 4 林芷君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1E 5 李芷晴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八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1E 7 李芷晴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八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1E 8 蘇雅雯 女子丙組跳遠

1E 9 唐瑞鳴 女子丙組跳遠

1E 10 黃敏芝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1E 11 王夢瑤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1E 12 黃映嘉 女子丙組鉛球

1E 15 畢子楠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1E 16 陳炎泓 男子丙組一百米

1E 17 陳浩謙 男子丙組跳遠 男子丙組鉛球

1E 18 張展僑 男子丙組鐵餅

1E 19 馮健鳴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1E 20 何濟遠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1E 21 黎睿禧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E 22 羅卓彥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E 24 馬子健 男子丙組跳遠

1E 25 吳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1E 26 魏諾鋒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1E 28 蘇浩峰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鐵餅

1E 30 葉俊旻 男子丙組一百米

2A 1 歐楚婷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2A 3 鄒海晴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2A 4 張詠霖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2A 5 方麗儀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2A 6 何穎銦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八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2A 7 何婉儀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2A 8 祁凱婷 女子丙組鉛球

2A 9 郭穎銦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2A 10 賴穎施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高 女子丙組鉛球

2A 11 林夏意 女子乙組鉛球

2A 12 林同欣 女子丙組一百米

2A 13 林慧儀 女子丙組鉛球

2A 15 劉芷晴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八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2A 16 李曉淘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高 女子丙組跳遠

2A 17 李詠霖 女子丙組鉛球

2A 18 盧康翹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2A 19 麥紫? 女子丙組鉛球

2A 22 黃琳筠 女子丙組鉛球

2A 24 陳志江 男子丙組一百米

2A 25 陳建衡 男子丙組一百米

2A 26 張兆龍 男子丙組一百米

2A 27 張子城 男子丙組一百米

2A 28 蔡鎮鎧 男子丙組鉛球

2A 29 鍾尚男 男子丙組跳高 男子丙組跳遠

2A 30 葉漢 男子丙組一百米

2A 31 葛峻言 男子丙組鐵餅

2A 32 林子健 男子丙組鐵餅

2A 33 李卓豪 男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丙組跳高 男子丙組鐵餅

2A 34 李偉希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2A 35 吳諾然 男子丙組跳遠



2A 36 石志康 男子丙組一百米

2A 37 崔智皓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一千五百米

2A 38 楊子軒 男子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丙組八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2B 1 陳彩如 女子乙組鉛球

2B 4 林霖 女子丙組鉛球

2B 8 蘇寶玲 女子乙組八百米 女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乙組跳高

2B 9 黃雯靖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丙組跳遠

2B 11 陳蔚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2B 12 鄭松綱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八百米

2B 13 張子銘 男子丙組一百米

2B 14 鍾焯熙 男子丙組一百米

2B 15 鍾志華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2B 16 黃福華 男子丙組跳遠 男子丙組鐵餅

2B 17 賴志恒 男子丙組鐵餅

2B 18 林建豐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高 男子丙組跳遠

2B 19 李光祐 男子丙組一百米

2B 20 梁兆龍 男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2B 21 李智豪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2B 22 蘇泳暢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男子丙組鐵餅

2B 23 鄧貴隆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2B 25 謝兆威 男子丙組一百米

2B 26 黃浩然 男子丙組鉛球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八百米

2B 27 鍾偉源 男子丙組一百米

2C 1 陳家琳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跳高 女子丙組跳遠

2C 2 鄭晏萁 女子丙組四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女子丙組鉛球

2C 4 朱珮賢 女子乙組跳高

2C 11 陳孝坤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八百米

2C 12 陳嘉輝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2C 13 姚煒達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2C 14 劉家偉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2C 15 吳浩銘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鉛球

2C 17 蘇家輝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鉛球

2C 18 王嘉偉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四百米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2C 19 黃紀成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2D 11 周德熙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鐵餅 男子丙組鉛球

2D 12 蔡兆天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鉛球



2D 14 羅嘉瑋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2D 15 李小偉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2D 16 白澤城 男子丙組跳遠

2D 17 蘇定楠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2D 18 談俊賢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2D 19 黃金誠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鉛球

2D 20 冼偉軒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鉛球

2E 1 單樂韻 女子丙組鉛球

2E 2 陳霈晴 女子丙組四百米

2E 3 周梓蘊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四百米

2E 4 鍾卓穎 女子丙組鉛球

2E 5 鍾璧淇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2E 6 鍾雪聲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二百米 女子丙組跳遠

2E 8 郭倩婷 女子丙組鉛球

2E 9 李汶淇 女子丙組跳遠

2E 12 吳詩渟 女子丙組四百米

2E 14 黃嘉如 女子丙組一百米 女子丙組鉛球

2E 16 姚燕婷 女子丙組鉛球

2E 18 張展鵬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2E 19 張禧樂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2E 20 張子健 男子丙組八百米 男子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丙組鐵餅

2E 21 何俊曦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跳高

2E 23 賴依陽 男子丙組跳遠

2E 24 林汶鋒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八百米

2E 27 李嘉俊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2E 30 崔曉?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二百米

2E 31 溫敬生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2E 33 黃俊源 男子丙組一百米 男子丙組鉛球

2E 34 楊澤廷 男子丙組四百米 男子丙組跳遠

2E 35 易焌濂 男子丙組一百米

3A 2 陳惠琳 女子乙組跳遠

3A 3 周志潔 女子乙組鉛球

3A 8 巫 詩 女子乙組鐵餅

3A 11 曾格怡 女子乙組鉛球

3A 14 汪佳璇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3A 15 汪佳穎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3A 19 張宏峰 男子乙組鉛球

3A 20 張銳 男子乙組一百米

3A 24 劉家裕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A 25 羅朗峰 男子乙組鉛球

3A 28 李凱 男子乙組鉛球

3A 29 麥政泓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A 30 文瀚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二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3A 31 劉延釗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A 32 謝政邦 男子乙組一百米

3A 33 謝文峰 男子乙組跳高 男子乙組鉛球

3A 34 謝梓駿 男子乙組四百米

3A 35 徐斐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二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3A 36 黃雋軒 男子乙組鉛球 男子乙組跳遠

3A 38 王天卓 男子乙組跳高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男子乙組二百米

3A 39 楊世鳴 男子乙組四百米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跳高

3B 1 蔣佩晴 女子乙組鉛球

3B 6 梁詠然 女子乙組二百米 女子乙組四百米 女子乙組鉛球

3B 7 吳穎霖 女子乙組跳遠 女子乙組鐵餅

3B 8 潘詠恩 女子乙組跳遠

3B 11 王曉婷 女子乙組八百米

3B 12 鄭振鴻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二百米

3B 13 張進琛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男子乙組鉛球

3B 14 莊景華 男子乙組鐵餅

3B 15 周豪文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跳遠

3B 16 何家朗 男子乙組鐵餅

3B 17 林詠樂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B 18 李亮弦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乙組跳遠

3B 19 李煌江 男子乙組四百米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乙組跳高

3B 20 李育霖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八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3B 21 李澤銘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B 23 馬澤填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3B 24 吳曉峰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B 27 蘇?希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3B 28司徒文健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B 29 徐嘉俊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鉛球

3B 30 徐錦康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3B 31 王宗煜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3B 32 楊俊杰 男子乙組鐵餅

3B 33 易浩洋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3C 1 車瑞盈 女子乙組鉛球

3C 2 曹嘉因 女子乙組鉛球 女子乙組鐵餅

3C 3 崔冰兒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二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3C 4 徐潁芝 女子乙組鉛球

3C 5 曾樂澄 女子乙組鉛球 女子乙組鐵餅

3C 6 方嘉鈴 女子乙組一百米

3C 8 羅瑞珊 女子甲組鉛球

3C 9 湯芷欣 女子乙組鉛球

3C 10 楊秀雯 女子乙組鉛球

3C 11 嚴睿沁 女子乙組鉛球

3C 12 陳卓鵬 男子乙組二百米 男子乙組四百米 男子乙組跳高

3C 13 陳寶智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3C 14 陳逸熹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C 15 崔耀祖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3C 16 郭放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鐵餅

3C 17 林駿諺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八百米

3C 18 劉俊文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3C 19 劉文斌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鐵餅

3C 20 李鎮威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八百米

3C 21 李世康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二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3C 23 李竟陽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3C 25 鄧大銘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八百米

3C 27 王諾恒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鐵餅

3C 28 余浩君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3E 1 陳曉彤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二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3E 2 陳可兒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二百米

3E 3 陳家恩 女子乙組二百米 女子乙組八百米

3E 5 何翠瑤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女子乙組鉛球

3E 6 許嘉盈 女子乙組跳遠

3E 7 洪凱迪 女子乙組跳遠 女子乙組鉛球

3E 8 黎銘熒 女子乙組鉛球

3E 9 林芷晴 女子乙組鉛球

3E 11 梁靖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八百米



3E 12 梁錦萍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3E 13 李潔盈 女子乙組跳遠

3E 15 廖朗因 女子乙組跳遠 女子乙組鉛球

3E 16 吳小玲 女子乙組四百米 女子乙組鉛球

3E 18 譚穎姿 女子乙組跳遠

3E 19 謝嘉怡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3E 20 溫巧怡 女子乙組二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女子乙組鉛球

3E 26 陳嘉誠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E 27 陳雨祥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E 28 周啟傑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E 29 張仁杰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3E 31 林研 男子甲組跳遠 男子甲組鐵餅

3E 32 李皓翔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鐵餅

3E 33 梁子傑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3E 34 李嘉聲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鉛球

3E 36 雷成業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鐵餅

3E 38 徐永鏗 男子乙組跳高 男子乙組跳遠

3E 40 庾頌昇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鐵餅

3E 41 袁澤禮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A 1 陳詩惠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4A 2 陳詠琳 女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乙組跳遠

4A 3 鄭詠文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鐵餅

4A 4 周釗玲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4A 5 徐芷晴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女子乙組鐵餅

4A 6 李嘉敏 女子甲組一百米

4A 7 毛穎琪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鉛球 女子乙組鐵餅

4A 8 吳可炘 女子乙組鉛球

4A 9 吳嫚倩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鉛球

4A 10 吳美清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八百米

4A 11 吳彥霖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A 12 鄧卓瑤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二百米 女子乙組鉛球

4A 14 徐諾怡 女子乙組二百米 女子乙組四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4A 15 葉茵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4A 16 袁澔渝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A 17 陳治博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A 22 劉倬羲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4A 23 梁君誠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二百米

4A 25 彭家傑 男子乙組鉛球

4A 26 蘇柏軒 男子乙組跳高

4A 29 謝旻滔 男子乙組鉛球

4A 30 王鈺渢 男子乙組跳高

4A 31 黃煜森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4A 33 嚴哲毅 男子乙組鉛球

4B 1 陳珮璇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4B 3 鄭寶言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跳遠

4B 7 許?之 女子甲組二百米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4B 8 郭津汶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跳高

4B 11 伍慧珍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B 13 蘇洛而 女子乙組跳遠

4B 14 華葆瑩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4B 15 溫蕙菱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4B 17 陳浩楊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鉛球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4B 18 陳睿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4B 19 張俊杰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B 20 霍君亮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跳高 男子甲組跳遠

4B 21 許峻朗 男子乙組跳遠

4B 22 葉世培 男子甲組跳遠

4B 24 李劻霖 男子乙組鉛球

4B 25 李志鋒 男子甲組一百米

4B 27 蘇家峻 男子乙組跳高 男子乙組跳遠

4B 28 曾嘉垚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鉛球

4B 29 謝肇棠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4B 30 詹富杰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B 33 黃駿文 男子乙組鐵餅

4B 35 許可 男子乙組一百米

4B 37 葉智成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乙組二百米 男子乙組跳高

4B 38 姚嘉浩 男子甲組鐵餅

4B 39 姚梓樂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4C 1 區楚怡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4C 3 何善兒 女子乙組四百米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4C 4 羅子樂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4C 6 徐碧蓮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4C 8 楊詠茵 女子甲組一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4C 9 歐?豐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4C 10 趙俊樂 男子甲組跳遠

4C 11 蔡耀宗 男子甲組八百米

4C 12 何文偉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4C 14 古俊匡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鐵餅

4C 15 郭龍昇 男子乙組鉛球

4C 17 李彥斌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C 18 廖漢軒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4C 19 麥冠灃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4C 20 蘇浩然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4C 23 胡梓威 男子甲組鉛球

4C 24 殷浩延 男子甲組鉛球

4C 25 丘振傑 男子甲組四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4C 26 邱俊安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C 27 余錦鵬 男子乙組鉛球

4D 2 張凱棋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4D 3 張碧玫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4D 5 張熒婷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4D 6 鍾碧淇 女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4D 8 劉綺雯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4D 10 蘇佩珊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4D 11 楊美珍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4D 12 張嘉龍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D 13 周富城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甲組跳高

4D 15 徐文建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4D 19 呂嘉樂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4D 22 蘇浩勤 男子甲組跳高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4D 24 黃振強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跳高 男子甲組跳遠

4E 1 張綽沂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E 2 張杞欣 女子甲組鐵餅

4E 5 霍彥行 女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E 7 林希珈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跳遠 女子乙組鐵餅

4E 8 梁遠琳 女子乙組鉛球

4E 11 譚鏽樺 女子乙組鉛球

4E 12 鄧倩愉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E 13 王凱彤 女子乙組鐵餅

4E 16 姚碧珊 女子乙組鐵餅

4E 17 姚淑敏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E 19 何志浩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八百米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4E 20 何星衡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鉛球

4E 22 李希南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鐵餅

4E 23 李冬華 男子甲組四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4E 24 凌健熙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4E 26 盧其樂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4E 28 吳子諾 男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4E 29 蘇學毅 男子甲組跳遠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跳高

4E 30 譚家明 男子乙組一百米

4E 31 鄧灝軒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四百米

4S 1 鄭佳琳 女子乙組二百米 女子乙組鐵餅

4S 2 鄭倩姿 女子乙組一百米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S 3 江巧茵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四百米

4S 4 潘美怡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4S 5 黃佩恆 女子乙組四百米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S 6 袁映月 女子乙組鐵餅 女子乙組鉛球

4S 7 區永康 男子甲組四百米 男子甲組跳高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4S 8 歐陽兆堅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S 11 張金盛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S 12 張梓康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4S 13 劉梓德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4S 15 譚偉健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跳高 男子乙組跳遠

4S 16 陳安生 男子甲組一百米

4S 18 黃文廣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四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4S 19 黃梓承 男子乙組一百米 男子乙組鐵餅 男子乙組鉛球

4S 20 俞卓鋒 男子乙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乙組八百米 男子乙組鉛球

5A 1 區菀琦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跳高 女子甲組鐵餅

5A 2 陳可盈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5A 3 卓詩琪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A 4 張貞貞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A 8 鄺純茵 女子甲組二百米 女子甲組一百米 跨欄 女子甲組鉛球

5A 9 黎芷均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5A 11 李嘉穎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5A 12 李嘉瑤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A 13 李蔚筠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A 15 李穎藍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A 17 伍?詩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A 18 岑曉欣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A 19 蘇曉桐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A 20 曾美詩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5A 21 謝詠斯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A 22 黃泯澄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A 23 葉芯明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跳高 女子甲組鐵餅

5A 24 陳偉龍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A 25 陳爾楓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二百米

5A 26 張俊昇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A 28 韓雋羚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A 29 黎志霖 男子甲組鉛球

5A 30 李展維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男子甲組鉛球

5A 31 吳文杰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男子甲組一百米

5A 32 蘇焯鋒 男子甲組一百米

5A 33 唐俊仁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A 34 溫景堯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5B 3 鄭凱恩 女子甲組一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B 5 關倩怡 女子甲組鉛球

5B 6 柯翠珊 女子甲組鉛球

5B 8 劉慧珊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B 11 覃?詩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B 13 鄧曉君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B 14 田曉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鐵餅

5B 15 杜凱姮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5B 16 徐穎汶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5B 17 黃錦穎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鐵餅

5B 20 陳橋豐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B 21 張智康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5B 22 蔡炳權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B 24 孔祥熙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B 26 關穎康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B 28 林偉欽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5B 29 李添勝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B 30 梁雋傑 男子甲組跳遠

5B 31 梁天佑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5B 32 李子康 男子甲組跳高 男子甲組跳遠

5B 33 吳賢達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B 34 冼偉安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5B 35 蘇嘉傑 男子甲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甲組跳高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5B 36 徐進輝 男子甲組鉛球

5B 37 徐俊傑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5B 38 徐汶鋒 男子甲組鉛球

5B 39 黃主淳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5B 40 袁文強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5C 1 陳慧鈴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C 3 方曉彤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C 4 劉皓維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C 5 李翠珊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C 6 李綺羚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5C 7 文海玲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C 8 蘇芷珊 女子甲組鉛球

5C 9 孫曉琳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C 10 鄧佩霖 女子甲組鉛球

5C 13 丘天儀 女子甲組二百米 女子甲組四百米 女子甲組跳高

5C 14 陳智軒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C 15 陳仲承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5C 16 陳柏滔 男子甲組跳高 男子甲組鐵餅

5C 18 葉禮榮 男子甲組一百米

5C 19 劉浩雲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甲組跳遠

5C 20 李敬耀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5C 21 石梓軒 男子甲組四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5C 23 謝駿廷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5C 24 徐浩熙 男子甲組八百米

5C 27 黃越沖 男子甲組一百米

5C 28 葉志聰 男子甲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D 1 陳靜沂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D 3 張海晴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D 4 周芷瑤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D 6 賴曉彤 女子甲組一百米 女子甲組一百米 跨欄 女子甲組跳高

5D 7 黎詠雪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5D 8 蘇保雨 女子甲組二百米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5D 9 蘇婉靜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D 10 徐嘉蔚 女子甲組一百米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5D 11 黃健怡 女子甲組二百米 女子甲組跳高 女子甲組鉛球

5D 12 黃敏珊 女子甲組鉛球

5D 13 黃詩朗 女子甲組跳遠

5D 14 黃惠儀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D 15 陳仲德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D 16 陳學謙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5D 17 何毅塱 男子甲組八百米

5D 18 李世奇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5D 19 李嘉盛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D 21 盧義欽 男子甲組跳遠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二百米

5D 23 吳梓俊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5D 24 吳奕輝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5D 25 譚皓軒 男子甲組四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跳高

5D 26 謝竣耀 男子甲組八百米

5D 28 黃國禧 男子甲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D 29 黃瑋陞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D 30 余旻鍵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E 1 陳可穎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跳高 女子甲組跳遠

5E 2 陳潔兒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E 3 陳葦殷 女子甲組一百米 跨欄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鉛球

5E 4 張敏琪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高 女子甲組鐵餅

5E 5 張佩 女子甲組一百米 跨欄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5E 6 蔡穎琪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E 7 周婉琴 女子甲組二百米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鉛球

5E 9 林綺華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跳遠

5E 10 劉康淇 女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女子甲組跳高 女子甲組鐵餅

5E 11 劉健儀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鐵餅

5E 12 羅筠霖 女子甲組一百米 女子甲組一百米 跨欄 女子甲組跳遠

5E 14 梁思君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跳高

5E 16 李麗婷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E 17 倫卓怡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鐵餅



5E 18 陸雯瑤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E 20 孫靜儀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E 21 湯寶燕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E 22 徐若嵐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E 24 王頌欣 女子甲組八百米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E 25 丘嘉盈 女子甲組鉛球

5E 26 嚴焯羚 女子甲組一百米 女子甲組一百米 跨欄 女子甲組跳遠

5E 27 區子軒 男子甲組鐵餅

5E 28 郭子聰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5E 30 孫卓軒 男子甲組一百米 男子甲組二百米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5S 1 區怡釆 女子甲組二百米 女子甲組跳遠

5S 2 陳莉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S 3 張文禧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S 4 林慧筠 女子甲組鐵餅 女子甲組鉛球

5S 5 梁沛銣 女子甲組跳遠 女子甲組鐵餅

5S 6 吳雪怡 女子甲組鉛球

5S 7 蕭巧明 女子甲組鉛球

5S 8 蘇鑼 女子乙組跳遠

5S 11 陳智浩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跳遠 男子甲組鐵餅

5S 12 張嘉宏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S 13 方子豪 男子甲組一百米跨欄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S 14 許君諾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5S 15 林浩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男子甲組鉛球

5S 16 林冠忠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S 19 杜梓鋒 男子甲組鐵餅 男子甲組鉛球

5S 20 黃民信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男子甲組八百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