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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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大 港大 浸大 教大 中大 中大 職訓局 浸大

姓名 陳嘉豪 劉嘉朗 吳鍇豪 區嘉浩 欧俊杰 馮思睿 蔡穎堅 陳沛霖

成績 4.00 m 3.95 m 3.50 m 3.40 m 3.20 m 3.20 m 3.00 m 2.60 m

院校 浸大 城大 浸大 理大 城大 中大 中大 港大

姓名 馬嘉豪 高澔塱 沈君澤 周程宇 周健 郭桐深 朱卓然 游國維

成績 14.27 m 14.06 m 14.02 m 13.66 m 13.63 m 12.81 m 12.80 m 12.65 m

院校 港大 浸大 教大 浸大 城大 教大 港大 中大

姓名 Kavin Rajagopal 胡淂泓 蔡羽達 趙偉曦 葉菁 張浩軒 黃學勤 周梓浚

成績 1.95 m 1.95 m 1.92 m 1.84 m 1.84 m 1.80 m 1.80 m 1.75 m

院校 城大 浸大 理大 浸大 科大 城大 港大 教大

姓名 高澔塱 馬嘉豪 劉建希 詹龍丰 王子維 杜俊樂 方亮升 盧柏麟

成績 7.29 m 7.01 m 6.93 m 6.92 m 6.46 m 6.36 m 6.21 m 6.15 m

院校 浸大 城大 浸大 港大 理大 教大 科大 職訓局

姓名 薛瑋樂 賴志鑫 余致揚     盧天照 李朗烽 甘莫斯 朱文熙 鄭梓豐

成績 13.29 m 11.87 m 11.55 m 10.79 m 10.45 m 10.17 m 10.16 m 10.14 m

院校 理大 理大 城大 城大 中大 浸大 浸大 教大

姓名 林銘堯 方韋力 甘汶正 盧卓禮 陶泊霖 岑瑋鵬 洪子軒 鍾穎康

成績 65.81 m * 58.32 m 53.90 m 50.17 m 47.69 m 40.36 m 39.61 m 37.78 m

院校 城大 浸大 理大 浸大 中大 科大 港大 中大

姓名 賴志鑫 薛瑋樂 李朗烽 余致揚 黎冠延 朱文熙 王聲豪 余柏穎

成績 44.15 m * 35.11 m 34.70 m 31.43 m 30.15 m 29.81 m 28.81 m 26.79 m

院校 浸大 港大 浸大 中大 港大 理大 中大 城大

姓名 馮健樂 丘兆華 郭梓峰 陳栢希 馮上瑋 黃漢昇 蔡致鏗 吳銘輝

成績 55.04 56.41 56.58 59.97 60.02 60.41 61.08 61.50 

院校 浸大 中大 城大 浸大 理大 理大 港大 城大

姓名 陳仲泓 馮建晞 呂俊人 李家耀 王焯然 蔡洭鉉 馮上瑋 蘇浩賢

成績 14.31 14.75 14.80 15.20 15.30 15.93 16.98 17.99 

院校 理大 城大 中大 中大 港大 浸大 嶺大 教大

姓名 謝以軒 黃卓彥 溫顯頌 潘俊彦 張家榮 秦智昇 羅啟進 羅健峯

成績 10.60 10.65 10.78 10.95 11.08 11.11 11.28 11.30 

院校 中大 城大 浸大 理大 港大 嶺大 城大 職訓局

姓名 潘俊彦 孔令海 秦智昇 謝以軒 張家榮 羅啟進 張天朗 李嘉浩

成績 22.12 22.42 22.51 22.71 22.76 22.77 23.58 23.82 

院校 港大 城大 中大 城大 港大 浸大 理大 科大

姓名 馮振軒 陳祈亨 羅皓丰 萬信仰 丘兆華 何英傑 蘇邦博 溫碩晉

成績 50.29 51.15 51.67 52.26 52.29 52.68 53.37 53.54 

院校 浸大 理大 中大 職訓局 浸大 城大 城大 港大

姓名 姚瑞倫 鄺柏聰 關瀚懷 盧志賢 伍俊傑 陳燡朗 黎潤生 黃汝舟

成績 1:59.75 2:00.54 2:01.15 2:02.31 2:02.54 2:03.12 2:03.93 2:05.35 

院校 中大 港大 浸大 理大 浸大 城大 理大 港大

姓名 黃子圖 王健進 梁煇邦 孫鎮傑 陳偉聰 梁全興 陳梓俊 羅俊彥

成績 4:10.80 4:13.08 4:13.56 4:16.25 4:17.41 4:19.06 4:21.37 4:25.28 

院校 理大 中大 港大 中大 港大 浸大 城大 職訓局

姓名 孫鎮傑 黃子圖 王健進 周漢聶 羅俊彥 陳偉聰 梁全興 楊樂希

成績 15:00.20 * 15:01.60 * 15:20.84 15:34.28 16:06.49 16:30.11 16:41.11 16:52.59 

城大 浸大 理大 中大 港大 教大 職訓局 嶺大

CityU HKBU PolyU CUHK HKU EdUHK VTC LU

成績 42.24 42.73 43.02 43.42 43.51 44.32 45.36 45.99 

港大 浸大 理大 城大 中大 科大 職訓局 教大

HKU HKBU PolyU CityU CUHK HKUST VTC EdUHK

成績 3:23.81 3:24.43 3:25.48 3:27.20 3:27.86 3:41.67 3:41.98 3:47.62 

跳 高

High Jump
2.11 m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 第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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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Long Jump
7.57 m

鉛 球

Shot Put
14.36 m

標 槍

Javelin
62.8 m

鐵 餅

Discus
43.36 m

400M Hurdle 52.98

110M Hurdle 14.08

100M 10.48

200M 21.36

400M 47.67

800M 1:56.53

1500M 4:04.67

5000M 15:16.01

* 破大會紀錄

4x100M Relay
院校

41.08

4x400M Relay
院校

3: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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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 中大 浸大 教大 理大 浸大 教大 港大

姓名 楊文蔚 黃沅嵐  鄧伊程 張芷婷 鍾慧欣 賴綺珩 賴曉彤 劉曉瑜

成績 1.73 m 1.70 m 1.70 m 1.67 m 1.67 m 1.55 m 1.45 m 1.45 m

院校 中大 浸大 理大 港大 嶺大 教大 中大 教大

姓名 俞雅欣 陳彥霖 姚海恩 楊詠 葉穎薇 彭詠詩 黃佩玲 邱苑儀

成績 6.22 m * 5.27 m 5.19 m 5.10 m 5.04 m 4.87 m 4.84 m 4.77 m

院校 浸大 理大 城大 港大 理大 浸大 教大 職訓局

姓名 杜婉筠 傅海怡 吳其芯 鄭樂怡 姚海倫 廖海茵 蔡小菁 林凱翎

成績 12.93 m * 9.78 m 9.65 m 9.16 m 9.05 m 9.05 m 8.77 m 8.73 m

院校 城大 中大 浸大 理大 中大 港大 理大 浸大

姓名 吳其芯 劉晞庭 尹焯娉 姚海倫 詹可淇 滕沛怡 麥秀慧 李康婷

成績 40.22 m 37.89 m 35.59 m 35.42 m 35.26 m 33.08 m 31.18 m 29.98 m

院校 浸大 教大 理大 浸大 職訓局 港大 理大 中大

姓名 杜婉筠 譚曉琪 傅海怡 李康婷 林凱翎 鄭樂怡 李祉均 張喬惠

成績 42.55 m * 35.03 m 34.05 m 30.43 m 29.29 m 28.74 m 28.68 m 26.75 m

院校 中大 中大 浸大 浸大 城大 理大 港大 理大

姓名 呂麗瑤 鄧曉晴 常安然 廖海茵 黃譜蓉 鍾慧欣 楊鍩希 譚施晴

成績 14.29 14.79 15.09 15.10 16.46 16.51 17.24 17.53 

院校 中大 浸大 城大 浸大 教大 港大 理大 中大

姓名 俞雅欣 江俊淇 盧嘉琳 韋諾珩 盧衎孜 楊鍩希 馮焯琳 呂麗瑤

成績 12.15 12.47 12.71 12.75 13.01 13.18 13.19 13.69 

院校 浸大 城大 中大 浸大 港大 理大 港大  

姓名 鄔卓忻 盧嘉琳 鄧曉晴 張敏睿 楊晴 馮焯琳 楊詠  

成績 25.79 26.30 26.37 26.90 26.97 27.15 27.77  

院校 浸大 城大 浸大 科大 教大 教大 港大 中大

姓名 鄧佩君 張嘉敏 李雪晗 盧詠虹 廖嘉文 邱苑儀 劉倬昕 潘幸慧

成績 0:59.75 1:00.88 1:02.80 1:03.01 1:03.76 1:06.31 1:07.95 6:50.27 

院校 中大 城大 中大 理大 理大 科大 科大 港大

姓名 陳綺琪 Franciska Maric 陳穎彤 羅映潮 黃影彤 司徒曉彤 黃曉嵐 崔嘉翹

成績 2:21.79 2:29.34 2:30.16 2:30.20 2:33.79 2:34.73 2:35.03 2:35.82 

院校 中大 中大 理大 城大 教大 浸大 理大 浸大

姓名 陳綺琪 陳穎彤 羅映潮 Franciska Maric 廖思恒 魏天恩 麥雨晴 李頴欣

成績 4:55.36 5:00.65 5:02.99 5:12.40 5:15.65 5:18.52 5:21.06 5:21.84 

浸大 港大 理大 中大 教大 城大 嶺大 科大

HKBU HKU PolyU CUHK EdUHK CityU LU HKUST

成績 48.66 50.49 50.76 51.38 51.70 53.61 53.93 55.63 

浸大 中大 教大 港大 城大 理大 科大 職訓局

HKBU CUHK EdUHK HKU CityU PolyU HKUST VTC

成績 4:09.12 4:17.67 4:22.06 4:22.94 4:29.39 4:30.89 4:34.26 5:04.75 

鉛 球

Shot Put
12.76 m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 第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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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m

標 槍

Javelin
44.98 m

鐵 餅

Discus
42.2 m

100M Hurdle 13.83

100M 11.93

200M 24.83

400M 57.76

4x400M Relay
院校

4:07.99

* 破大會紀錄

800M 2:17.94

1500M 4:42.99

4x100M Relay
院校

47.97



院校 成績 院校 成績 院校 成績

第 1 名 浸大 173 浸大 141 浸大 314

第 2 名 城大 137 中大 118 中大 225

第 3 名 理大 110 理大 80 城大 202

第 4 名 中大 / 港大 107 城大 65

男子MVP 城大  賴志鑫 得獎項目包括：

男子鐵餅  冠軍  破大會紀錄

男子鉛球  亞軍   

女子MVP 理大  杜婉筠  得獎項目包括：

女子鉛球  冠軍  破大會紀錄 

女子鐵餅  冠軍  破大會紀錄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 第58屆周年陸運會

(2019年3月10日) 總成績

名次
男 子 團 體 成 績 女 子 團 體 成 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