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紀錄 / 平紀錄

n 男子甲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董翹鋒 聖若瑟小學 8.51 2018-19

100米 陳廣煜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13.63 2017-18

200米 周雋傲 聖保羅書院小學 26.26 2018-19

400米 朱洛言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1:05.46 2016-17

陳言正、董翹鋒

楊博鈞、陳樂希

跳  高 王智賢 香港潮商學校 1.45m 2014-15

跳  遠 張建豪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4.97m 2008-09

推鉛球 徐牛在 鄧肇堅小學 10.82m 2001-02

擲壘球 劉德強 救恩書院小學上午校 57.44m 1981-82

n 男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郭浩桓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8.65 2018-19

100米 陳樂希 聖若瑟小學 14.15 2017-18

200米 周雋傲 聖保羅書院小學 28.54 2017-18

陳言正、董翹鋒

楊博鈞、陳樂希

跳  高 梁仲海 東華三院李西疇紀念小學 1.24m 1982-83

跳  遠 黃 利 潮商小學下午校 4.55m 1980-81

擲壘球 姜以謙 李陞小學 38.44m 2015-16

n 男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郭浩桓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9.23 2016-17

100米 郭浩桓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14.50 2017-18

楊博鈞、董翹鋒

張朗軒、陳樂希

跳  遠 劉卓恆 弘立書院 3.85m 2011-12

n 男子特別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100米 王子祺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12.60 2018-19

推鉛球 朱僑華 香港潮商學校 11.54m 2005-06

4 x 100米接力 聖若瑟小學 1:00.50 2016-17

4 x 100米接力 聖若瑟小學 56.82 2017-1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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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若瑟小學 54.60 2018-19



* 新紀錄 / 平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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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靜瑤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8.56 2017-18

100米 林穎翹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13.48 2006-07

200米 鄔焯忻 救恩學校(小學部) 28.15 2010-11

鄭瑤、鄧焯文

莊悅、李敏行

跳  高 曾諾怡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1.40m 2008-09

跳  遠 方雪兒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4.27m 2006-07

推鉛球 呂寶怡 黃竹坑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7.72m 1997-98

擲壘球 金 耘 聖公會基恩小學 43.68m 1996-97

n 女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張銚芝 救恩學校(小學部) 9.02 2018-19

100米 黃瀞慧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14.34 2010-11

200米 黃嘉怡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30.49 2017-18

潘渝茵、李芷悠

丘寶民、林沅蓁

跳  高 包卓琳 香港潮商學校 1.28m 2006-07

跳  遠 關晞怡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4.01m 2018-19

擲壘球 謝柏祺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33.74m 2013-14

n 女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劉詠欣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9.16 2010-11

100米 林沅蓁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15.09 2009-10

廖凱琳、劉衍彤

黃子珈、張銚芝

跳  遠 Wong Lea Zhining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3.58m 2018-19

n 女子特別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100米 鄧旭呈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13.84 2011-12

推鉛球 陳曉靜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7.60m 2005-06

4 x 100米接力 救恩學校(小學部) 1:02.71 2017-18

4 x 100米接力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58.93 2010-11

4 x 100米接力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56.60 20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