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校 成績 院校 成績 院校 成績

第 1 名 浸　大 180.5 理　大 150 浸　大 285.5

第 2 名 理　大 132 浸　大 105 理　大 282

第 3 名 中　大 114 中　大 100 中　大 214

第 4 名 港　大 70.5 港　大 85.5

男子MVP 浸大  石錦程 得獎項目包括：

男子200米  冠軍  破大會紀錄

男子100米  亞軍   

女子MVP 理大  梁筠宜  得獎項目包括：

女子100米 冠軍

女子200米 冠軍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 第60屆周年陸運會

(2022年6月5日) 總成績

名次
男 子 團 體 成 績 女 子 團 體 成 績



第六十屆大專周年陸運會團體成績

名次 院校 總分 名次 院校 總分 名次 院校 總分

1 浸　大 180.5 1 理　大 150 1 浸　大 285.5

2 理　大 132 2 浸　大 105 2 理　大 282

3 中　大 114 3 中　大 100 3 中　大 214

4 港　大 70.5 4 港　大 85.5 4 港　大 156

5 教　大 59 5 城　大 59 5 城　大 116

6 城　大 57 6 教　大 42.5 6 教　大 101.5

7 職訓局 36 7 職訓局 24 7 職訓局 60

8 科　大 24 8 科　大 17 8 科　大 41

9 樹　仁 16 9 都　大 5 9 樹　仁 16

10 嶺　大 7 10 嶺　大 3 10 嶺　大 10

11 都　大 4 11 珠　海 0 11 都　大 9

12 珠　海 0 11 恒　大 0 12 珠　海 0

12 恒　大 0 11 樹　仁 0 12 恒　大 0

男子組團體總成績 女子組團體總成績 團體總成績



項 目 名次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大會紀錄

院校 浸　大 城　大 城　大 教　大 理　大 港　大 中　大 港　大 

姓名 張鍇豪 林致遠 黎軒佑 區嘉浩 關朗謙 陳又豪 蔡致鏗 黃衍競

成績 3.65 3.55 3.40 3.20 3.10 2.80 2.60 2.40

院校 浸　大 理　大 教　大 浸　大 中　大 中　大 城　大 港　大 

姓名 沈君澤 鄧鋭銘 劉耀龍 蔡子傑 周漢傑 游國維 徐家浚 羅雋彥

成績 14.11 13.44 13.13 13.11 12.93 12.83 12.36 12.30

院校 城　大 理　大 理　大 科　大 浸　大 浸　大 / 港　大

姓名 祈尊康 吳梓渝 袁偉釗 陳澤鈞 李奕朗 魏瑋駿 / 趙柏賢

成績 2.01 1.98 1.95 1.92 1.88 1.75

院校 中　大 浸　大 浸　大 中　大 理　大 教　大 港　大 教　大

姓名 周漢傑 馬嘉豪 梁承希 黃珀恒 鄧鋭銘 劉耀龍 羅雋彥 盧柏麟

成績 7.34 7.07 7.01 7.01 6.88 6.44 6.19 6.00

院校 浸　大 中　大 理　大 理　大 港　大 浸　大 中　大 港　大 

姓名 薛瑋樂 蕭啟榮 蔡建燊 萬凱文 陳建鎔 雷宗諺 勞君諾 王聲豪

成績 13.82 13.41 12.02 11.35 10.72 10.40 10.40 10.38

院校 中　大 城　大 理　大 中　大 理　大 教　大 教　大 職訓局

姓名 陳灝驊 甘汶正 洪魁駿 李宇軒 李朗烽 鍾穎康 蔣世一 麥新科

成績 56.98 49.86 49.35 49.26 47.59 44.93 43.49 42.11

院校 中　大 理　大 浸　大 職訓局 理　大 教　大 港　大 職訓局

姓名 蕭啟榮 蔡建燊 薛瑋樂 朱世杰 施世鴻 李瑜豐 陳建鎔 徐誠熙

成績 42.74 41.21 40.61 38.93 34.80 34.63 34.09 33.76

院校 浸　大 浸　大 理　大 城　大 理　大 港　大 中　大 港　大 

姓名 郭梓峰 張宏熙 陳政鋒 李汝豐 黃康僑 楊子檢 呂焌皓 黃逸駿

成績 56.46 57.67 59.97 1:00.02 1:00.55 1:00.72 1:01.96 1:03.13

院校 浸　大 中　大 理　大 理　大 港　大 中　大 浸　大 教　大

姓名 張紹衡 馮建晞 王珞僖 王焯然 趙柏賢 許晉杰 陳俊浩 梁志豪

成績 14.24 14.71 14.77 15.48 15.55 15.71 15.92 22.41

院校 浸　大 浸　大 理　大 職訓局 中　大 教　大 中　大 教　大

姓名 黃卓熙 石錦程 刁俊稀 賴朗庭 麥進浩 謝以軒 黃珀恒 陳有俊

成績 10.66 10.75 10.78 10.84 10.98 11.06 11.13 11.25

院校 浸　大 浸　大 中　大 理　大 職訓局 中　大 港　大 教　大

姓名 石錦程 梁新樂 麥進浩 刁俊稀 賴朗庭 黃梓駿 呂珠樂 謝以軒

成績 21.77 21.98 22.04 22.44 22.47 22.52 22.74 24.58

院校 教　大 嶺　大 城　大 港　大 科　大 浸　大 浸　大 理　大

姓名 余卓偉 黃錫安 李汝豐 梁常禮 何安楠 Karandeep Singh 何英傑 陳政鋒

成績 50.31 50.72 51.22 51.60 51.73 52.25 52.36 52.93

院校 理　大 港　大 職訓局 中　大 浸　大 都　大 理　大 城　大

姓名 孟浚杰 Khan Mohammad Kamran 廖嘉杰 胡承樂 梁煇邦 邱顯倫 陳憬熹 鄭丞亨

成績 1:55.83* 1:55.97* 1:59.44 1:59.69 2:00.21 2:04.25 2:04.58 2:05.68

院校 浸　大 樹　仁 教　大 港　大 科　大 中　大 城　大 教　大

姓名 梁煇邦 莊司暘 陳偉聰 Khan Mohammad Kamran 楊雋濠 陳鎮榮 鄭澤瑭 黃譯慷

成績 4:10.75 4:11.35 4:11.45 4:14.00 4:15.41 4:17.23 4:18.83 4:20.42

院校 樹　仁 浸　大 中　大 科　大 城　大 港　大 理　大 都　大

姓名 莊司暘 黃冠衡 陳鎮榮 Bhatt, Rohit Rhaarje Singh 鄭澤瑭 Alex Hoi Kit Yu 陳俊安 劉俊偉

成績 15:47.78 16:07.20 16:27.96 16:34.22 16:49.84 17:16.59 17:24.93 17:36.62

成績 41.84 42.63 42.87 43.68 44.37 45.04 45.55 47.33

成績 3:26.25 3:26.90 3:34.84 3:38.71 3:40.23 3:44.24 3:54.19

* 破大會紀錄

職訓局 教　大 中　大 科　大
3:23.29

城　大 教　大 職訓局 科　大
41.08

4x400M Relay
院校 浸　大 港　大 理　大

4x100M Relay
院校 浸　大 理　大 中　大 港　大 

800M 1:56.53

1500M 3:59.69

5000M 15:00.20

100M 10.48

200M 21.36

400M 47.67

鐵 餅

Discus
44.15 m

400M Hurdle 52.98

110M Hurdle 14.08

跳 遠

Long Jump
7.57 m

鉛 球

Shot Put
14.41 m

標 槍

Javelin
65.81 m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 第60屆周年陸運會 ～ 男 子 組 單 項 成 績 總 表

撐竿跳高

Pole Vault
4.13 m

三級跳遠

Triple Jump
14.63 m

跳 高

High Jump
2.11 m



項 目 名次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大會紀錄

院校 理　大 中　大 中　大 理　大 港　大 / 教　大 港　大 城　大

姓名 張靜嵐 黃沅嵐 周君穎 陳穎珈 林秀蕾 / 張芷婷 何惠蕎 莊穎

成績 1.67 1.67 1.63 1.55 1.55 1.50 1.45

院校 浸　大 浸　大 城　大 城　大 港　大 教　大 港　大 中　大

姓名 盛楚殷 陳彥霖 莊穎 葉穎薇 林秀蕾 梁嘉雯 鍾瑋妤 甘婉華

成績 5.60 5.59 5.07 5.03 4.99 4.89 4.82 4.73

院校 理　大 職訓局 教　大 職訓局 中　大 中　大 浸　大 浸　大

姓名 姚懿恩 蘇穎彤 蔡藝琳 林凱翎 陳英怡 顧凱盈	 余素華 劉倩汝

成績 10.00 9.97 9.91 9.86 9.85 9.27 9.13 8.84

院校 中　大 教　大 理　大 浸　大 港　大 港　大 城　大 浸　大

姓名 麥子欣 招慧欣 麥秀慧 黎喜怡 崔家欣 劉穎晞 Ninson Patricia 陳慧瑩

成績 41.14 36.47 33.93 30.98 30.77 28.61 28.28 28.16

院校 理　大 中　大 理　大 教　大 浸　大 浸　大 職訓局 教　大

姓名 姚懿恩 陳英怡 劉芳盈 譚曉琪 劉倩汝 余素華 林凱翎 張芳蓮

成績 37.16 33.85 30.98 30.79 30.56 30.16 27.21 26.26

院校 浸　大 中　大 中　大 浸　大 城　大 港　大 理　大 城　大

姓名 盛楚殷 劉梓恩	 胡伊霖 潘嘉嵐 黃譜蓉 林秀蕾 邱明淇 劉采君

成績 14.33 15.03 15.53 16.13 16.69 17.41 17.83 19.19

院校 理　大 理　大 浸　大 教　大 城　大 中　大 中　大 港　大 

姓名 梁筠宜 陳佩琦 梁詠曦 招慧欣 黃譜蓉 林心嬈 劉梓恩	 楊晴

成績 12.06 12.28 12.31 12.89 12.93 12.94 13.024 13.029

院校 理　大 理　大 浸　大 港　大 港　大 嶺　大 中　大 都　大

姓名 梁筠宜 陳佩琦 梁詠曦 何鍵靈 楊晴 劉凱漩 林心嬈 何淑玲

成績 25.34 25.78 26.03 26.10 26.44 26.51 27.40 28.82

院校 科　大 港　大 浸　大 理　大 理　大 浸　大 中　大 城　大

姓名 馬穎雯 何鍵靈 鄧佩君 馮焯琳 楊滌心 黃影彤 朱詩詩 曾麗薇

成績 57.81 58.85 59.09 1:01.30 1:01.95 1:05.24 1:06.02 1:06.43

院校 理　大 職訓局 浸　大 城　大 中　大 中　大 浸　大 理　大

姓名 歐陽學珈 薛楚燕 陳倩頣 吳芷茵 謝詠彤 陳嘉寶 黃影彤 梁靖研

成績 2:28.13 2:33.82 2:34.50 2:37.72 2:39.08 2:41.90 2:43.94 2:54.84

院校 港　大 中　大 理　大 城　大 浸　大 職訓局 理　大 城　大

姓名 曾曉彤 林禕程 歐陽學珈 李穎欣 蔡泳茵 薛楚燕 郭凱怡 孔德韻

成績 4:53.60 5:06.73 5:14.51 5:19.77 5:21.75 5:32.92 5:41.17 5:43.04

院校 港　大 中　大 城　大 理　大 理　大 港　大 城　大

姓名 曾曉彤 林禕程 李穎欣 郭凱怡 鄭律韻 黃寶怡 陸海琳

成績 19:20.21 20:17.75 20:50.27 22:10.16 22:19.24 23:24.36 24:19.97

成績 48.05 49.12 50.58 51.97 53.05 53.67 57.13 59.85

成績 4:06.12 4:11.68 4:15.33 4:21.98 4:37.59 4:44.51 5:00.38 5:25.08

* 破大會紀錄

5000M N/A

都　大中　大 城　大 教　大 科　大
4:01.54

城　大 教　大 科　大 都　大
47.48

4x400M Relay
院校 理　大 港　大 浸　大

4x100M Relay
院校 理　大 浸　大 港　大 中　大

400M 57.76

800M 2:17.94

1500M 4:42.99

100M Hurdle 13.83

100M 11.93

200M 24.83

鉛 球

Shot Put
13.19 m

標 槍

Javelin Throw
44.98 m

鐵 餅

Discus Throw
42.55 m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 第60屆周年陸運會 ～ 女 子 組 單 項 成 績 總 表

跳 高

High Jump
1.76 m

跳 遠

Long Jump
6.22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