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 男子甲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陳澤明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8.37 2015-16

100米 沈楷燁 慈幼學校 13.21 2015-16

200米 蕭愷燊 北角官立小學 27.02 * 2018-19

400米 黎曉朗 港大同學會小學 1:01.41 2015-16

李繼倫、戴景淵

賈 勇、伍俊敏

跳    高 楊衍華 香港福建中學小學部 1.64m 不詳

跳    遠 李偉超 渣華道官立上午小學 5.02m 1998-99

推鉛球 陳祖成 渣華道官立上午小學 11.60m 1999-00

擲壘球 林 魁 勵志會馮瑞璋紀念小學下午校 59.30m 不詳

n 男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吳君浩 滬江小學 8.73 2016-17

100米 馬志輝 太古小學 12.95 2010-11

200米 王凱炫 香港嘉諾撒學校 30.31 2017-18

楊駿亨、蕭朗

陳翰賢、陳栢禧

跳    高 吳圳聰 金銀貿易場學校 1.46m 不詳

跳    遠 李偉超 渣華道官立上午小學 4.79m 1997-98

擲壘球 Shah Aezaaz Ali 寶覺小學 55.20m 2012-13

n 男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陳栢禧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8.92 2009-10

100米 馬志輝 太古小學 13.80 2009-10

陳栢禧、楊駿亨

蕭 朗、苗灝謙

跳    遠 張睿鏗 港大同學會小學 3.79m 2017-18

n 男子特別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100米 葉亮濤 啟基學校(港島) 12.36 2015-16

推鉛球 吳清澤 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11.98m 2008-09

4 x 100米接力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1:01.07 2009-10

4 x 100米接力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57.80 201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成 績 紀 錄 Records

【直至2018 – 2019年度】

4 x 100米接力 建造商會學校 53.80 2006-0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成 績 紀 錄 Records

【直至2018 – 2019年度】

n 女子甲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劉芷悅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8.74 * 2018-19

100米 陳家倩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13.56 2008-09

200米 鍾穎彤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上午) 28.08 2003-04

劉德明、李懿澄

丁欣怡、劉倬妍

跳    高 陳樂書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1.36m 2014-15

跳    遠 莫伊烈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4.43m 2006-07

推鉛球 甘家嵐 梁李秀娛紀念小學上午校 7.94m 2000-01

擲壘球 蕭翰琳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上午校 41.30m 2001-02

n 女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林冬嬋 東華三院李志雄紀念小學上午校 8.47 2002-03

100米 鍾穎彤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上午) 13.95 2002-03

200米 郭芷菱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30.03 * 2018-19

郭感恩、劉恩彤

李姵凝、郭芷菱

跳    高 呂斯琪 聖公會赤柱小學 1.30m 1998-99

跳    遠 莫伊烈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4.22m 2005-06

擲壘球 葉淑天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38.31m 2009-10

n 女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楊雨恩 滬江小學 9.21 * 2018-19

100米 邱蒨庭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14.84 2016-17

劉芯妤、李姵凝

郭感恩、郭芷菱

跳    遠 楊雨恩 滬江小學 3.42m 2017-18

n 女子特別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100米 王培茹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14.98 2015-16

推鉛球 王海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9.38m 2010-11

4 x 100米接力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59.10 * 2018-19

4 x 100米接力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1:02.24 2017-18

4 x 100米接力 瑪利曼小學 57.94 20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