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殘疾人田徑錦標賽 2019 

比賽時間表 

最後更新於 2019 年 12 月 5 日 

  學生組 

公開組 T/F20 
時間 T/F11-13 

T32-33 
T34, 

T51-52 
T53-54 

T/F35-38 

T40-41, 42-43, 

44, 45-47 

F32-34 F51-52 
F53-55, 

F56-58 

F40-41, 42-44, 

45-46 

0900           跳遠 跳遠 

0915           400 米 400 米 

0930 木球 20 米   60 米(初) 距離豆袋     

0945               

1000   準確豆袋       鉛球   

1015      距離豆袋       

1030 跳遠 60 米(決) 木球   60 米(決)     

1045               

1100 60 米(決)   60 米(決) 100 米(初) 木球     

1115               

1130 距離豆袋 距離豆袋     100 米(決)     

1145       
木球/ 

準確豆袋 
      

1200     100 米(決)    100 米(初)   

12:15       60 米(決)    1500 米 

1230 午餐 

1315 100 米(決) 100 米(決) 距離豆袋 100 米(決) 
  

  
100 米(決)   

1340  接力賽   

1430 頒獎典禮 



 

 

香港殘疾人田徑錦標賽 2019 

各項徑項線道及田項次序安排 

E01: T20 級男子跳遠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跳遠區   時間: 上午 9: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梁雨森 周志偉 李景量 吳羽軒 曾俊豐 

 

E02: 公開組男子跳遠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跳遠區   時間: 上午 9:00 

順序 一 二 

姓名 葉偉超 鮑錐耀 

 

E03: 公開組女子跳遠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跳遠區   時間: 上午 9:00 

順序 一 二 

姓名 吳凱琪 鄧程程 

 

E04: T20 級男子 4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9: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霈恒 張頌謙 范劻佑 張智朗   

 

E05: 公開組男子 4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區  時間: 上午 9: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忠義 譚健棟 鄺家豪 鮑錐耀 袁家建 朱澤生 鍾暘  

 

E06: 公開組女子 4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區  時間: 上午 9: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譚文慧 蔡愷琳     

 

 

E07: T11-13 級混合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擲木球 F 區  時間: 上午 9:30 

順序 一 二 三 

姓名 區墁芷 司巴信 呂渝琳 

學校 EBS EBS EBS 



 

 

 

E08: T11-13 級混合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擲木球 F 區  時間: 上午 9: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周卓賢 梁峻曦 吳泳嗣 高麒沛 許翠華 

學校 EBS EBS EBS EBS EBS 

 

E09-12: T32-33 級男子輪椅組 2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9: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明發  張健輝  張浩然  謝賀棋  

學校 PAS  PAS  BMK  BMK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溫晴  徐道浪  黃偉杰  范嘉駿  

學校 BMK  POS  KFI  JFK  

第三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戴子恒  譚鈺俊  莫文迪  

學校   EFS  PAS  BMK  

第四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趙萬秋  駱曉正  鄭健榮  

學校   JFK  JFK  EFS  
 
E13: T32-33 級女子輪椅組 2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9: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蔡芷瓊  郭灧琳  張詩迦  楊綽然  

學校 PAS  MTS  MTS  KFI  

 

E14: T32-33 級男子輪椅組 2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9: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彭靖家  余越輝    

學校   PAS  EFS    



 

 

 
E15: T32-33 級女子輪椅組 2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9: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梁梓晴  巫衍佩    

學校   EFS  EFS    
 
E16: T32-33 級男子輪椅組 2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9: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曾啟軒  吳懿峰  楊濼寧  郭俊文  

學校 JFK  EFS  POS  POS  

 
E17: T32-33 級女子輪椅組 2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9: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何凱琳  周凱瑩  廖子善  

學校   JFK  POS  POS  
 
E18: T34,52 級男子輪椅組 2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9: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嚴健森  陳梓健  陳冠霖  黃卓東  

學校 JFK  PAS  POS  JFK  
 
E19: T34,52 級女子輪椅組 2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9: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馬芷穎  范梓晴    

學校   POS  KFI    

 
E20-23: T35-38 級男子 6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9: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劉立燊 巫建林 彭俊熙 潘霖峰 許澤霖 陳建凌 麥永健 

學校  BMK BMK POS KFI KFI PAS POS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劉文杰 蘇佳汶 邢曦洋 何浩鉅 鄭耀琛 梁昊逾 曾文正 

學校  EFS EFS PAS PAS MTS EFS PAS 



 

 

第三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林穎康 鄒軒源 陳皓新 戴鋮希 于駿賢 王子豐  

學校  PAS BMK JFK EFS JFK PAS  

第四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韋樂謙 李富成 蘇漢東 區駿彥 黃曉俊 黃斌煒  

學校  PAS PAS KFI JFK 李潤田 JFK  

 

E24-26: T35-38 級女子 6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9: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鍾曉楓 陳綽怡 黃鳴慧 Shekinah 李子怡 魏力嘉 徐希崙  

學校 BMK KFI POS MTS BMK POS POS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李慧珊 黃慧殷 李殷慧 Faria 黎翠然 傅美瀅 陳蔚芯  

學校 BMK KFI KFI MTS POS JFK JFK  

第三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金鎔潘 林詩琪 賴怡君 符明蕙 劉慧嵐 盧証筠 蔡愷琳  

學校 BMK MTS JFK MTS POS EFS 展亮  

 

E27-30: T35-38 級男子 6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9: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邱悅 俞成浩 陳宇禧 葉錦文 余恩林 李廷帝 陳家浩 鄧俊榮 

學校 PAS BMK PAS JFK PAS EFS MTS KFI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吳凱賢 周子倫 劉德康 薛兆均 梁駿泰 黎宗發 方志韜  

學校 BMK JFK PAS EFS KFI EFS MTS  



 

 

第三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張恩賜 梁文博 伍子軒 文浩賢 陳顥元 HUSSAIN 丘怡恒  

學校 BMK JFK KFI EFS JFK PAS POS  

第四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Khuram 余澤涵 蔡秉淳 陳子謙 黃彥瑋 劉邦發 陳子明  

學校 BMK EFS KFI PAS JFK PAS KFI  

 

E31-32: T35-38 級女子 6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9: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植培 吳沛宸 方凱晴 陳鑫宜 Bibi  

學校   PAS MTS BMK JFK MTS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梁鉫羨 李曉樺 官嘉慧 譚文慧 李卓欣  

學校   POS KFI JFK 裘錦秋 循道衛理  

 

E33-35: T35-38 級男子 6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9: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謙恩 楊明曈 布立之 馮善行 徐俊熙 林靖雄  

學校  BMK POS KFI JFK EFS POS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徐綽謙 陳昕昀 梁樂熙 鄭展鋒 李尚豪 林卓言  

學校  PAS POS KFI KFI KFI MTS  

 

第三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林應暉 江明  林子祈 王俊儒 毛稼傑 鄒昇恒  

學校  KFI MTS MTS KFI KFI KFI  

 



 

 

E36-37: T35-38 級女子 6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9: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余以呈 蔡芷晴 李凱翹 陳樂悠 周凱珊 陳梓安  

學校  BMK JFK KFI EFS MTS KFI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許若楠 蔡卓知 劉靖彤 葉泳希 梁嘉琳   

學校  JFK KFI JFK MTS KFI   

 

E38: F40-46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C區 時間: 上午 9: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區兆天 楊展珩 葉頌揚 Abdullah 陳家楠 

學校 KFI PAS PAS BMK POS 

 

E39: F40-46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D 區 時間: 上午 9: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姓名 岑心怡 董凱盈 梁娓萁 楊泳津 

學校 PAS PAS PAS POS 
 
E40: F40-46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 區 時間: 上午 9: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姓名 蕭曉進 劉旭釧 朱逸朗 余世佑 賴喜 黃銘希 麥力仁 

學校 PAS PAS PAS PAS BMK BMK BMK 
 
E41: F40-46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區 時間: 上午 9:30 

順序 一 二 三 

姓名 陳皓瑤 王穎晞 黃靖然 

學校 PAS BMK KFI 

E42: F32-34 級男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準確豆袋 I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莫劍池 陳明發 張健輝 梁焯坤 何浩淳 謝賀棋 徐道浪 黃偉杰 

學校 PAS PAS PAS PAS MTS BMK POS KFI 



 

 

 

順序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姓名 王霆朗 蘇梓軒 范嘉駿 張家棟 戴子恒 譚鈺俊 莫文迪 童龍生 

學校 KFI KFI JFK JFK EFS PAS BMK POS 

 

順序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姓名 趙萬秋 駱曉正 鄭健榮 徐家杰 陶俊達 郭俊浩 江錦濤 張承賢 

學校 JFK JFK EFS PAS PAS PAS BMK POS 

 

E43: F32-34 級女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準確豆袋 J 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姓名 蔡芷瓊 郭家君 郭灧琳 Nabeela 楊綽然 張藝柔 文楚鑫 梁詠芷 黃綽思 

學校 PAS KFI MTS BMK KFI PAS BMK KFI JFK 

 

E44: F32-34 級男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準確豆袋 J 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姓名 彭靖家 余越輝 甄杰豪 

學校 PAS EFS PAS 

 

E45: F32-34 級女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準確豆袋 K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姓名 梁梓晴 歐珮怡 梁頌恩 巫衍佩 陳藝霖 梁子悠 林嘉怡 

學校 EFS BMK KFI EFS PAS KFI EFS 

 

E46: F32-34 級男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準確豆袋 K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曾啟軒 吳懿峰 李子健 楊濼寧 郭俊文 衛祥安 黃澤瑞 嚴健森 

學校 JFK EFS MTS POS POS KFI PAS JFK 

 

E47: F32-34 級女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準確豆袋 K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姓名 何凱琳 鍾尚如 楊芯怡 周凱瑩 廖子善 李明鑫 陳嘉華 馬芷穎 范梓晴 

學校 JFK BMK BMK POS POS KFI PAS POS KFI 



 

 

 

E48: F51-52 級男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準確豆袋 I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姓名 陳朗賢 李濠軒 

學校 PAS BMK 

 

E49: F51-52 級男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準確豆袋 J 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黄建彥 黃梓濠 陳俊錡 黃永樂 劉京倫 

學校 PAS BMK BMK BMK EFS 
 
E50: F51-52 級男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準確豆袋 K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陳梓健 鄭天朗  陳冠霖 黃卓東 詹詠欣 

學校 PAS BMK POS JFK EFS 

 
E51: 男子公開組鉛球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鉛球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姓名 葉偉超 譚健棟 鄺家豪 鮑錐耀 袁家建 陳泳森 司巴信 鄭嘉威’ 鍾暘 

 
E52: 女子公開組鉛球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鉛球區     時間: 上午 10: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譚文慧 吳凱琪 鄧程程 蔡愷琳     

 

E53: F35-38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距離豆袋 C 區 時間: 上午 10:1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韋樂謙 潘霖峰 許澤霖 陳建凌 黃家俊 王子豐 林穎康 勞文傑 

學校 PAS KFI KFI PAS PAS PAS PAS PAS 

 

順序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姓名 何浩鉅 陳皓新 肖杰威 黃曉俊 曾文正 李富成 蘇漢東 于駿賢 

學校 PAS JFK JFK 李潤田 PAS PAS KFI JFK 

 

 



 

 

E54: F35-38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距離豆袋 C 區 時間: 上午 10:1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楊慧娟 陳綽怡 黃慧殷 李殷慧 李玲玲 傅美瀅 鍾曉晴 陳蔚芯 

學校 PAS KFI KFI KFI KFI JFK PAS JFK 

 

E55: F35-38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D區 時間: 上午 10:1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邱悅 温可豐 潘威豪 周子倫 陳宇禧 黄岳林 劉德康 郭志軒 

學校 PAS PAS PAS JFK PAS PAS PAS PAS 

 

順序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姓名 伍子軒 蔡秉淳 薛兆均 文浩賢 陳子謙 余恩林 梁駿泰 陳顥元 

學校 KFI KFI EFS EFS PAS PAS KFI JFK 

 

順序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姓名 HUSSAIN 劉邦發 丘怡恒 陳子明 鄧俊榮 

學校 PAS PAS POS KFI KFI 

 

E56: F35-38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D區 時間: 上午 10:1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姓名 植培 陳鑫宜 李卓欣 梁鉫羨 李曉樺 官嘉慧 

學校 PAS JFK 炮台山循道衛理 POS KFI JFK 

 

E57: F35-38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區 時間: 上午 10:1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陳謙恩 楊明曈 布立之 馮善行 徐俊熙 徐綽謙 林靖雄 陳昕昀 

學校 BMK POS KFI JFK EFS PAS POS POS 

 

順序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姓名 梁樂熙 鄭展鋒 李尚豪 林應暉 林卓言 江明 林子祈 王俊儒 

學校 KFI KFI KFI KFI MTS MTS MTS KFI 

 

 



 

 

順序 十七 十八 十九 

姓名 毛稼傑 陶煉 鄒昇恒 

學校 KFI KFI KFI 

 

E58: F35-38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區 時間: 上午 10:1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余以呈 蔡芷晴 許若楠 李凱翹 蔡卓知 劉靖彤 陳樂悠 陳梓瑛 

學校 BMK JFK JFK KFI KFI JFK EFS PAS 

 

順序 九 十 十一 十二 

姓名 周凱珊 葉泳希 梁嘉琳 陳梓安 

學校 MTS MTS KFI KFI 

 

E59: T11-13 級混合跳遠決賽  年齡組別: 甲、乙  比賽區: 跳遠區 時間: 上午 10: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區墁芷 王蔚睿 鍾暘 呂渝琳 許佳埼 

學校 EBS EBS 博愛醫院陳楷 EBS EBS 

 

E60-61: T32-33級混合輪椅組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B區 時間: 上午10: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莫文迪  駱曉正  張浩然  

學校   BMK  JFK  BMK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童龍生  張詩迦  溫晴  

學校   POS  MTS  BMK  

 

E62-63: T34 級男子輪椅組 6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0: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洪佳豪  陳繼希  郭俊浩  江錦濤  

學校 JFK  PAS  PAS  BMK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陶俊達  張鈞博  張承賢  

學校   PAS  MTS  POS  

 

E64-65: T34 級女子輪椅組 6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0: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張藝柔  梁詠芷  沈小筵  

學校   PAS  KFI  EFS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郭紀旻  黃綽思    

學校   PAS  JFK    

 

E66-67: T34,51-52級男子輪椅組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區 時間: 上午 10:3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甄杰豪  林逸潼  黃永樂  

學校   PAS  KFI  BMK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周朗浩  黄建彥    

學校   PAS  PAS    

 

E68: T34 級女子輪椅組 6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0: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藝霖  梁子悠  林嘉怡  

學校   PAS  KFI  EFS  

 

 

 

 

 



 

 

E69: T34,52-53級混合輪椅組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區  時間: 上午 10: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黃澤瑞  曾星   陳嘉華  

學校   PAS  BMK  PAS  

 

E70: F53-58級混合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擲木球 F區  時間: 上午 10: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林凱亮 M.Adil 余俊延 劉可添 王倩怡 

學校 BMK POS PAS PAS PAS 
 
E71: F53-58級男子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乙、丙  比賽區: 擲木球G區  時間: 上午10: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姓名 陳柏希 許汶康 鄭 中 林卓彥 鄭梓琳 趙玹晙 

學校 PAS BMK KFI KFI PAS PAS 

 
E72: T40,44,46 級混合 6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0: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馮珈莉 黃嘉穎 張芷晴 許曉晴 鄧雪媚 區兆天  

學校  BMK BMK BMK BMK POS KFI  
 
E73: T44,46 級男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0: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杜皓朗 楊展珩 葉頌揚 陸證恩 黎展圖 張沛安 Abdullah 陳家楠 

學校 PAS PAS PAS BMK BMK BMK BMK POS 

 

E74: T44,46 級女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0: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董凱盈 梁娓萁 張僖庭 楊泳津 岑心怡   

學校  PAS PAS BMK POS PAS   

 

E75: T42,44,46 級男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區  時間: 上午 10: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蕭曉進 劉旭釧 朱逸朗 余世佑 賴喜 黃銘希 陳家焯 麥力仁 

學校 PAS PAS PAS PAS BMK BMK BMK BMK 



 

 

E76: T40,44,46 級女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區  時間: 上午 10: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王穎晞 徐希瑜  黎梓瑩  黃靖然   

學校   BMK BMK BMK KFI   
 
E77: T11-13 級混合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司巴信 區墁芷    

學校    EBS EBS    
 
E78: T11-13 級女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許佳埼 呂渝琳    

學校    EBS EBS    

 
E79: T11-13 級男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王蔚睿 鍾暘    

學校    EBS 博愛醫院陳楷    
 

E80: T11-13 級男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周卓賢 梁峻曦 吳泳嗣 高麒沛   

學校   EBS EBS EBS EBS   

 

E81: T11-13 級女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王心怡 許翠華    

學校    EBS EBS    

 

E82: T53-54級男子輪椅組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B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M.Adil  林凱亮  余俊延  劉可添  

學校 POS  BMK  PAS  PAS  



 

 

E83: T54 級女子輪椅組 6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王倩怡  劉雅瑩    

學校   PAS  POS    
 
E84: T54 級混合輪椅組 6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B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柏希  鄭 中  鄭梓琳  

學校   PAS  KFI  PAS  
 
E85: T53-54級男子輪椅組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Ibrahim   何忠銘  趙玹晙  沈健豐  

學校 BMK  KFI  PAS  JFK  

 
E86: T53-54級女子輪椅組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B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楊嘉瑩  潘宛佟    

學校   BMK  KFI    

 

E87-89: T35-38 級男子 10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劉立燊 彭俊熙 許澤霖 麥永健 梁昊逾 戴鋮希 蘇漢東  

學校 BMK POS KFI POS EFS EFS KFI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巫建林 潘霖峰 陳建凌 黃斌煒 鄒軒源  曾文正 區駿彥  

學校 BMK KFI PAS JFK BMK PAS JFK  

第三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蘇佳汶 邢曦洋 林穎康 鄭耀琛 李富成 劉文杰  

學校  EFS PAS PAS MTS PAS EFS  

 



 

 

E90-92: T35-38 級女子 10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綽怡 李殷慧 Faria 黎翠然 盧証筠 鍾曉楓  

學校  KFI KFI MTS POS EFS BMK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林詩琪 賴怡君 符明蕙 劉慧嵐 徐希崙 李慧珊  

學校  MTS JFK MTS POS POS BMK  

第三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黃鳴慧 Shekinah 李子怡 魏力嘉 蔡愷琳 金鎔潘  

學校  POS MTS BMK POS 展亮 BMK  

 

 

E93-96: T35-38 級男子 10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姓名 温可豐 俞成浩 黄岳林 葉錦文 梁駿泰 黎宗發 陳子明 

學校 PAS BMK PAS JFK KFI EFS KFI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吳凱賢 梁文博 郭志軒 薛兆均 陳顥元 劉邦發 鄧俊榮  

學校 BMK JFK PAS EFS JFK PAS KFI  

第三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余澤涵 伍子軒 文浩賢 黃彥瑋 陳家浩 張恩賜  

學校  EFS KFI EFS JFK MTS BMK  

第四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宇禧 蔡秉淳 陳子謙 李廷帝 丘怡恒 Khuram  

學校  PAS KFI PAS EFS POS BMK  

 



 

 

E97-98: T35-38 級女子 10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植培 吳沛宸  方凱晴  陳鑫宜 李卓欣  

學校   PAS MTS BMK JFK 循道衛理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李曉樺 官嘉慧 譚文慧 梁鉫羨 Bibi  

學校   KFI JFK 裘錦秋 POS MTS  
 
E99-100: T35-38 級男子 10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謙恩 楊明曈 徐俊熙 林靖雄 鄭展鋒 鄒昇恒  

學校  BMK POS EFS POS KFI KFI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李尚豪 林應暉 江明  林子祈 王俊儒 毛稼傑  

學校  KFI KFI MTS MTS KFI KFI  

 

E101: T35-38 級女子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余以呈 蔡卓知 劉靖彤 陳樂悠 葉泳希 梁嘉琳 陳梓安  

學校 BMK KFI JFK EFS MTS KFI KFI  
 
E102: F44,46 級女子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擲木球 F 區 時間: 上午 11: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馮珈莉 張芷晴 許曉晴 鄧雪媚 黃嘉穎 

學校 BMK BMK BMK POS BMK 

 
E103: F44,46 級男子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擲木球 G 區 時間: 上午 11: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黎展圖 張沛安 杜皓朗 楊展珩 陸證恩 

學校 BMK BMK PAS PAS BMK 



 

 

E104: F44,46 級女子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擲木球 F 區 時間: 上午 11:00 

順序 一 二 三 

姓名 梁娓萁 張僖庭 董凱盈 

學校 PAS BMK PAS 
 
E105: F42,46 級混合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擲木球 G 區 時間: 上午 11:0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劉旭釧 蕭曉進 朱逸朗 余世佑 陳皓瑤 

學校 PAS PAS PAS PAS PAS 
 
E106: F11-13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C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姓名 周卓賢 梁峻曦 吳泳嗣 鍾旻 

學校 EBS EBS EBS 方方樂趣 

 

E107: F11-13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C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姓名 王心怡 許翠華 

學校 EBS EBS 

 

E108: F32-34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距離豆袋 C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姓名 莫劍池 陳明發 張健輝 梁焯坤 何浩淳 張浩然 謝賀棋 溫晴 徐道浪 

學校 PAS PAS PAS PAS MTS BMK BMK BMK POS 

 

順序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姓名 黃偉杰 王霆朗 蘇梓軒 范嘉駿 張家棟 戴子恒 譚鈺俊 童龍生 趙萬秋 

學校 KFI KFI KFI JFK JFK EFS PAS POS JFK 

 

順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姓名 鄭健榮 陳繼希 徐家杰 陶俊達 郭俊浩 張鈞博 張承賢 洪佳豪 

學校 EFS PAS PAS PAS PAS MTS POS JFK 

 



 

 

E109: F32-34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距離豆袋 D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蔡芷瓊 郭家君 郭灧琳 張詩迦 Nabeela 楊綽然 張藝柔 郭紀旻 

學校 PAS KFI MTS MTS BMK KFI PAS PAS 

 

順序 九 十 十一 十二 

姓名 文楚鑫 梁詠芷 黃綽思 沈小筵 

學校 BMK KFI JFK EFS 

 

E110: F32-34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D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彭靖家 余越輝 甄杰豪 周朗浩 林逸潼 

學校 PAS EFS PAS PAS KFI 

 

E111: F32-34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D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梁梓晴 歐珮怡 梁頌恩 巫衍佩 陳藝霖 尹巽芝 梁子悠 林嘉怡 

學校 EFS BMK KFI EFS PAS BMK KFI EFS 

 

E112: F32-34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曾啟軒 吳懿峰 李子健 楊濼寧 郭俊文 衛祥安 黃澤瑞 嚴健森 

學校 JFK EFS MTS POS POS KFI PAS JFK 

 

E113: F32-34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姓名 何凱琳 鍾尚如 楊芯怡 周凱瑩 廖子善 李明鑫 陳嘉華 陳靖妍 

學校 JFK BMK BMK POS POS KFI PAS BMK 

 

順序 九 十 

姓名 馬芷穎 范梓晴 

學校 POS KFI 

 



 

 

E114: F51-52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姓名 陳朗賢 李濠軒 

學校 PAS BMK 

 

E115: F51-52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黄建彥 黃梓濠 陳俊錡 黃永樂 劉京倫 

學校 PAS BMK BMK BMK EFS 

 

E116: F51-52 級混合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 區 時間: 上午 11:30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陳梓健 鄭天朗  陳冠霖 黃卓東 詹詠欣 

學校 PAS BMK POS JFK EFS 

 

E117: T40,44,46 級混合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黃嘉穎 張芷晴 許曉晴 鄧雪媚 區兆天   

學校  BMK BMK BMK POS KFI   

E118: T44,46 級男子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杜皓朗 葉頌揚 陸證恩 黎展圖 張沛安 Abdullah 陳家楠  

學校 PAS PAS BMK BMK BMK BMK POS  

 

E119: T44 級女子 10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上午 11: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楊泳津 岑心怡 張僖庭    

學校   POS PAS BMK    

 

E120: T42, 44, 46級混合10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A區   時間: 上午11:3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黃銘希 陳家焯 麥力仁 王穎晞 賴喜   

學校  BMK BMK BMK BMK BMK   



 

 

E121: F35-38級男子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擲木球 F區   時間: 上午 11:4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姓名 韋樂謙 劉立燊 巫建林 彭俊熙 黃家俊 麥永健 黃斌煒 劉文杰 蘇佳汶 

學校 PAS BMK BMK POS PAS POS JFK EFS EFS 

 

順序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姓名 邢曦洋 王子豐 勞文傑 何浩鉅 鄭耀琛 鄒軒源 陳皓新 肖杰威 梁昊逾 

學校 PAS PAS PAS PAS MTS BMK JFK JFK EFS 

 

順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姓名 戴鋮希 區駿彥 于駿賢 

學校 EFS JFK JFK 

 
E122: F35-38級女子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擲木球G區   時間: 上午11:4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姓名 楊慧娟 鍾曉楓 李慧珊 金鎔潘 黃慧殷 林詩琪 黃鳴慧 李玲玲 賴怡君 

學校 PAS BMK BMK BMK KFI MTS POS KFI JFK 
 

順序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姓名 Shekinah Faria 符明蕙 李子怡 黃曉彤 黎翠然 劉慧嵐 魏力嘉 傅美瀅 

學校 MTS MTS MTS BMK BMK POS POS POS JFK 
 

順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姓名 盧証筠 鍾曉晴 徐希崙 陳蔚芯 蔡愷琳 

學校 EFS PAS POS JFK 展亮 

 

E123: F35-38級男子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擲木球H區   時間: 上午11:4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姓名 邱悅 温可豐 潘威豪 吳凱賢 張恩賜 Khuram 俞成浩 周子倫 梁文博 

學校 PAS PAS PAS BMK BMK BMK BMK JFK JFK 

 

順序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姓名 余澤涵 黄岳林 劉德康 郭志軒 葉錦文 余恩林 方志韜 黃彥瑋 李廷帝 

學校 EFS PAS PAS PAS JFK PAS MTS JFK EFS 



 

 

順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姓名 黎宗發 HUSSAIN 陳家浩 

學校 EFS PAS MTS 

 

E124: F35-38級女子擲木球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擲木球 F區   時間: 上午 11:4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吳沛宸 Bibi 方凱晴  李旋 譚文慧 

學校 MTS MTS BMK EFS 裘錦秋) 

 

E125: F35-38級男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準確豆袋 I區  時間: 上午 11:4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姓名 徐綽謙 林卓言 陳昕昀 陶煉 梁樂熙 布立之 馮善行 

學校 PAS MTS POS KFI KFI KFI JFK 

 

E126: F35-38級女子準確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準確豆袋 J區  時間: 上午 11:4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姓名 陳梓瑛 李凱翹 蔡芷晴 許若楠 

學校 PAS KFI JFK JFK 

 

E127-128: 公開組級男子 100 米初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中午 12:00 

第一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葉偉超 陳忠義 譚健棟 鄺家豪 鄭嘉威  

第二組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區家瑋 袁家建 陳泳森 朱澤生   

 

E129: T54,55,58 級混合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中午 12: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余俊延  劉可添  M.Adil  劉雅瑩  

學校 PAS  PAS  POS  POS  

 

 

 



 

 

E130: T53-54 級混合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中午 12:00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鄭 中  沈健豐  楊嘉瑩  潘宛佟  

學校 KFI  JFK  BMK  KFI  

 

E131: T35-38 級男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2:15 

 

E132: T35-38 級女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2:15 

 

E133: T35-38 級男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2:15 

 

E134: T35-38 級女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2:15 

 

E135: T35-38 級男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2:15 

 

E136: T35-38 級女子 60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2:15 

 

E137: T20 級男子 15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2:20 

順序 一 二 三 

姓名 郭克賢 謝浩賢 陳傲軒 

 

E138: T11-13 級混合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王蔚睿 鍾暘 許佳埼    

學校   EBS 博愛醫院陳楷 EBS    

 

E139: T11-13 級混合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高麒沛 鍾旻 王心怡    

學校   EBS 方方樂趣 EBS    

 

 

 



 

 

E140: T34 級男子輪椅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陳繼希  徐家杰  張鈞博  洪佳豪  

學校 PAS  PAS  MTS  JFK  

 

E141: T34 級女子輪椅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郭紀旻  沈小筵    

學校   PAS  EFS    

 

E142: T34 級男子輪椅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周朗浩  林逸潼    

學校   PAS  KFI    

E143: F54,56 級女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距離豆袋 C 區  時間: 下午 1:15 

順序 一 二 

姓名 王倩怡 劉雅瑩 

學校 PAS POS 

 

E144: F53-54 級混合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D 區  時間: 下午 1:1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姓名 陳柏希 許汶康 林卓彥 鄭梓琳 

學校 PAS BMK KFI PAS 

 

E145: F53-54,57 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E區 時間: 下午 1:15 

順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 趙玹晙 曾星  Ibrahim  何忠銘 沈健豐 

學校 PAS BMK BMK KFI JFK 

 

E146: F53-54級男子距離豆袋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距離豆袋 C區  時間: 下午 1:15 

順序 一 二 

姓名 楊嘉瑩 潘宛佟 

學校 BMK KFI 



 

 

E147: T35-38 級男子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E148: T35-38 級女子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甲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E149: T35-38 級男子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E150: T35-38 級女子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E151: T35-38 級男子 100 米決賽 年齡組別: 丙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E152: 公開組男子 100米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15 

 

E153: 公開組女子 100米決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區  時間: 下午 1:15 

線道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姓名   任國芬 余春麗 吳凱琪 蔡愷琳   

 

E154-155: 乙組企立組 4x60 米接力賽 年齡組別: 乙組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40 

 

E156: 乙組輪椅組 4x60 米接力賽 年齡組別: 乙組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40 

 

E157: 丙組企立組 4x60 米接力賽 年齡組別: 丙組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40 

 

E158-159: 丙組輪椅組 4x60 米接力賽 年齡組別: 丙組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40 

 

E160-161: 甲組企立組 4x60 米接力賽 年齡組別: 甲組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40 

 

E162: 甲組輪椅組 4x60 米接力賽 年齡組別: 甲組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40 

 

E163-164: 家長/導師組輪椅組 4x100米接力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40 

 

E165-166: 家長/導師組企立組 4x100米接力賽 年齡組別: N/A 比賽區: 徑賽 A 區 時間: 下午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