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紀錄 / 平紀錄

男子甲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冼家熙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8.24 2016-17

100米 陳杰偉 聖公會基樂小學 12.99 2010-11

200米 劉愷榛 聖若瑟英文小學 26.61 2021-22

400米 潘傑超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1:01.93 2013-14

鄭一煒、張嘉興

劉浩賢、陳禹州

跳  高 邱健威 天主教佑華小學 1.57m 2017-18

跳  遠 呂遠程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下午校 5.18m 1999-00

推鉛球 徐潤容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下午校 12.21m 1999-00

擲壘球 李子坤 普澤小學上午校 55.22m 1985-86

男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鍾天佑 香港培正小學 8.90 2016-17

100米 張子康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13.74 2017-18

200米 黃彥凱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29.49 2014-15

鄭仲謙、周立恩

陳彥雋、張子康

跳  高 麥偉杰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1.38m 2008-09

跳  遠 黃敬民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 4.49m 1994-95

擲壘球 Gurkirat 閩僑小學 50.67m 2007-08

男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郭柏滽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9.20 2014-15

100米 劉俊熙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14.38 2017-18

陳彥雋、周立恩

林柏熹、張子康

跳  遠 梁梓軒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4.16m 2017-18

男子特別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100米 Thapa Dave Kumar 閩僑小學 12.59 2016-17

推鉛球 潘劍智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 12.32m 2000-01

4 x 100米接力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57.78 2017-18

4 x 100米接力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1:00.38 2016-1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成 績 紀 錄 Records

【直至2021 – 2022年度】

4 x 100米接力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54.66 2012-13



* 新紀錄 / 平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成 績 紀 錄 Records

【直至2021 – 2022年度】

女子甲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王睿芊 香港培正小學 8.50 2017-18

100米 鄺穎瑤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13.35 2017-18

200米 黃韻之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28.86 2018-19

400米 李芷婨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1:10.80 2019-20

黃恩睎、王睿芊

屈凱澄、郭倚祈

跳  高 潘子枬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1.43m 2017-18

跳  遠 張明心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4.52m 2018-19

推鉛球 黃晞雯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7.96m 2016-17

擲壘球 陳殷希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52.09m 2008-09

女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王睿芊 香港培正小學 8.80 2016-17

100米 吳可雯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14.54 2016-17

200米 彭穎琳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30.80 2019-20

倪雨川、鄧愛璇

魏子琪、陳靖玟

陳淑梓 聖安當小學下午校 1984-85

陳穎珈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2011-12

跳  遠 黃佩玲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4.04m 2007-08

擲壘球 吳芷柔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33.42m 2008-09

女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黃韻之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9.16 2016-17

呂浠銣 聖安當小學 2017-18

簡卓琳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2017-18

倪雨川、陳靖玟

魏子琪、鄧愛璇

跳  遠 杜劭俞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3.52m 2018-19

女子特別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100米 朱靈瑩 農圃道官立小學 14.47 2017-18

推鉛球 黃芬 樂華天主教小學 8.27m 2013-14

跳  高 1.27m

100米 15.40

4 x 100米接力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1:01.76 2018-19

4 x 100米接力 香港培正小學 56.04 2017-18

4 x 100米接力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58.85 20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