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紀錄 / 平紀錄

男子甲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劉家聰 民生書院小學 8.29 2011-12

100米 盧朗曦 民生書院小學 12.84 2019-20

200米 蘇荻安 喇沙小學 27.46 2013-14

400米 關亦然 民生書院小學 1:03.30 2019-20

王醴鋒、黃梓翹

關亦然、盧朗曦

跳    高 彭英杰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1.6m 2004-05

跳    遠 林諾祺 嘉諾撒小學上午校 4.92m 1989-90

推鉛球 胡恩諾 民生書院小學 11.35m 2018-19

擲壘球 羅華峰 溥仁小學上午校 71.68m 1990-91

男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劉匡翹 嘉諾撒小學 8.36 2016-17

100米 周昊賢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13.45 2017-18

200米 蔣卓熹 民生書院小學 28.69 2019-20

衛旻熙、陳朗翹

劉睿軒、李致遠

跳    高 彭英杰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1.42m 2003-04

跳    遠 許竣然 保良局錦泰小學 4.61m 2007-08

擲壘球 阿木(Ahmed)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42.92m 2007-08

男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王醴鋒 民生書院小學 8.94 2017-18

100米 劉匡翹 嘉諾撒小學 14.24 2015-16

曾朗晴、陳睿浚

蔣卓熹、文守正

跳  遠 易漢聰 喇沙小學 4.28m 2007-08

男子特別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李偉龍 樂善堂小學 2014-15

鄭奇 樂善堂小學 2018-19

推鉛球 趙偉濤 聖博德學校(下午校) 13.11m 2001-02

4 x 100米接力 民生書院小學 58.55 2018-19

100米 12.82

4 x 100米接力 喇沙小學 55.71 2015-1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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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書院小學 52.60 2019-20



* 新紀錄 / 平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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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穎霖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8.47 2015-16

100米 蘇倩巧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13.28 2019-20

200米 余頌恩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28.28 2011-12

400米 夏穎珊 民生書院小學 1:09.75 2019-20

馬澤瑩、黃曉彤

張睿曈、彭卓妍

跳  高 陳彥鳴 德望學校(小學部) 1.38m 2011-12

跳  遠 黃曉彤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4.47m 2016-17

推鉛球 陳嘉汶 可立小學 8.21m 2001-02

擲壘球 劉芷芊 黃大仙官立小學 46.81m 2003-04

女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趙鎧棋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8.80 2011-12

100米 蘇倩巧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14.14 2018-19

200米 蔡思晨 民生書院小學 30.42 2016-17

廖穎桐、張銘珈

何倩慈、姚曦蕎

跳    高 陳彥鳴 德望學校(小學部) 1.35m 2010-11

跳    遠 黃熙澄 民生書院小學 4.19m 2019-20

擲壘球 龐叡芝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35.30m 2013-14

女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60米 趙鎧棋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9.22 2010-11

100米 林欣頤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15.05 2015-16

關稀然、周映彤

翁榣、馮硏菲

跳  遠 黃熙澄 民生書院小學 3.79m 2018-19

女子特別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紀錄 年度

100米 黃嘉雯 獻主會溥仁小學 14.83 2015-16

推鉛球 陳慶玲 天主教溥仁學校 7.68m 2010-11

4 x 100米接力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1:02.32 2017-18

4 x 100米接力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55.82 2016-17

4 x 100米接力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58.08 20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