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樹仁大學第三十屆陸運會 男子組成績 
 

男子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徑 
 

賽 

110 欄 

姓名 黃振遠 梁晉昕 鄭祖康      

學系 會計 工管 工管      

成績 20.66 39.75 01:46:57      

100 米 

姓名 梁子僖 曾賜豪 呂卓僖 許全有 葉萬程 吳思翰   

學系 輔心 社工 社工 社會 社會 經融   

成績 12.75 13.53 14.99 15.04 17.52 17.85   

200 米 

姓名 葉成智 葉鎮東 張舜傑 曾賜豪 顔維俊 黃子軒 葉萬程 許全有 

學系 工管 歷史 社會 社工 輔心 社工 社會 社會 

成績 27.36 27.59 28.23 28.29 28.3 31.49 39.16 40.9 

400 米 

姓名 馬健朗 黃澤成 顔維俊 葉鎮東 麥浚煒 邱浩正 張漢煒 李廣行 

學系 新傳 工管 輔心 歷史 新傳 社會 社工 社工 

成績 59.50 1:03.77 1:04.94 1:06.63 1:08.70 1:12.74 1:18.92 1:48.48 

800 米 

姓名 馬健朗 鄭開源 符  彪 范家豪 謝明軒 黃子軒   

學系 新傳 工管 新傳 會計 會計 社工   

成績 2:26.22 2:42.74 2:45.72 3:13.53 3:13.59 3:17.67   

1500 米 

姓名 葉梓灝 陳億成 呂晉賢 朱逸昭 鍾曉林 張少強老師 簡智鴻 李俊傑 

學系 經融 工管 社工 工管 工管 社會 社工 社會 

成績 5:18.53 5:48.24 5:48.49 5:50.86 5:56.96 6:27.11 6:27.18 6:43.42 

3000 米 

姓名 葉梓灝 黃紹瑜 呂晉賢 陳億成 唐憲鋒 張少強老師 李俊傑 林瑞琪老師 

學系 經融 經融 社工 工管 社會 社會 社會 新傳 

成績 11:17.44 12:33.67 12:48.94 13:59.89 14:01.82 14:03.75 15:23.26 15:50.31 

4 X 100 米   

公開接力 

姓名 1 黃振遠 馬健朗 葉成智 鄧經書 張漢煒 蘇朗彥 黃彥庭 梁肇樺 

姓名 2 王卓文 黃尚賢 張俊逸 李栩翹 呂文傑 黃文舜 謝明軒 張天寶 

姓名 3 馮倬倫 黃炯聰 朱逸昭 嚴俊鵬 吳啓哲 李廣行 范家豪 謝穎豪 

姓名 4 馬梓穎 鍾韋軒 黃澤成 歐陽柏韜 麥霆舜 羅志康 陳家輝 冼沛齊 

成績 50.95 51.22 52.54 56.51 57.33 57.54 59.71 1:00.59 

4 X 400 米   

公開接力 

姓名１ 馬健朗 蘇朗彥       

姓名２ 葉梓灝 李廣行       

姓名３ 顏維俊 羅志康       

姓名４ 梁子僖 張漢煒       

成績 4:22.33 4:43.65       

田 
 

賽 

跳高 

姓名 梁子僖 呂偉豪 李紹賢      

學系 輔心 工管 社會      

成績 1.40m 1.35m 1.30m      

跳遠 

姓名 葉鎮東 黃振遠 范家豪 呂偉豪 葉成智 呂文傑 蘇朗彥 / 張舜傑 

學系 歷史 會計 會計 工管 工管 社工 社工 / 社會 

成績 4.86m 4.85m 4.77m 4.69m 4.36m 4.29m 4.28m 4.28m 

三級跳 

姓名 黃振遠 曾賜豪 張舜傑 葉成智 呂晉賢    

學系 會計 社工 社會 工管 社工    

成績 10.72m 10.63m 10.44m 10.43m 9.19m    

鉛球 

姓名 嚴俊鵬 陸梓浚 王卓文 黃梓誠 黃浩杰 張俊逸 黃澤成 黎健圖 

學系 新傳 工管 工管 新傳 新傳 工管 工管 中文 

成績 9.47m 8.36m 8.29m 8.16m 8.07m 7.65m 7.23m 7.09m 

鐵鉼 

姓名 陸梓浚 嚴俊鵬 黃紹瑜 王卓文 張俊逸 黃匡瑋 黃浩杰 鍾曉林 

學系 工管 新傳 經融 工管 工管 社工 新傳 工管 

成績 24.01m 22.61m 22.34m 21.90m 19.99m 18.50m 18.32m 16.88m 

標槍 

姓名 黃紹瑜 黎健圖 蘇朗彥 許全有 黃浩星 呂文傑 王浩然  

學系 經融 中文 社工 社會 社工 社工 社工  

成績 32.8m 24.74m 19.70m 19.13m 14.30m 11.48m 8.85m  

* 破大會紀錄                男 男子全場總冠軍：黃振遠 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