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樹仁大學第三十屆陸運會 女子組成績 
 

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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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欄 
 

姓名 黎靖言 葉茵霖 胡沅瑩      

學系 英文 新傳 社工      

成績 20.66 25.05 28.24      

100 米 

姓名 黎靖言 陳詩雅 陳蒨萍 戴君怡     

學系 英文 社工 社工 社工     

成績 14.21 15.79 17.95 18.07     

200 米 

姓名 陳詩雅 馮凱怡 林嘉雯      

學系 社工 英文 會計      

成績 34.26 37.27 39.53      

400 米 

姓名 黎皚騫 劉文嘉 梁慕旻 劉曉欣 胡沅瑩 霍杞冰 林嘉雯  

學系 會計 社工 新傳 新傳 社工 社工 會計  

成績 1:12.82 1:18.80 1:20.96 1:23.28 1:35.27 1:46.23 1:57.59  

800 米 

姓名 黎皚騫 單紫諾 楊子瑩 梁保瑜 凌嘉淇 王靖茹 梁慕旻 黃倩婷 

學系 會計 工管 輔心 新傳 英文 工管 新傳 社工 

成績 2:57.05 3:21.04 3:23.09 3:29.38 3:48.08 4:07.20 4:19.49 4:32.56 

1500 米 

姓名 陳泳茵 單紫諾 鄭婉玲 葉雅詩 曾紀筠 曾倩鎂 黎嘉慧 何焯堯 

學系 社會 工管 中文 工管 輔心 社工 社工 輔心 

成績 6:26.14 7:13.66 8:17.87 8:29.50 8:31.17 8:48.54 9:00.11 9:34.65 

3000 米 

姓名 陳泳茵 黃嘉慧 梁保瑜 鄭婉玲 譚子晴    

學系 社會 輔心 新傳 中文 社工    

成績 14:34 17:46.85 18:21.58 18:55.32 19:08.43    

4 X 100 米   

公開接力 

姓名 1 葉茵霖 黃紫軒 王靖茹 高佩儀 黃倩婷 趙禧瑤 李雪柔  

姓名 2 謝冬琳 李思敏 鄒文嘉 劉可逸 霍杞冰 許靜文 呂玉玲  

姓名 3 馮美欣 周侃儀 袁炤菁 廖曉怡 戴君怡 黃楚筠 黎  絨  

姓名 4 王可欣 黎靖言 薛洋蕾 舒子晴 張傲姿 邱子睛 陳芷瑩  

成績 1:02.13 1:05.47 1:10.70 1:12.92 1:14.06 1:17.41 1:19.27  

4 X 400 米   

公開接力 

姓名１         

姓名２         

姓名３         

姓名４         

成績         

田 
 
賽 

跳高 

姓名 何清怡 江恩怡 李雪柔      

學系 新傳 中文 會計      

成績 1.10m 1.00m 1.00m      

跳遠 

姓名 黎靖言 葉茵霖 / 陳泳茵 王明皓 陳詩雅 黎皚騫 丁美琳 馮凱怡 

學系 英文 新傳 / 社會 工管 社工 會計 法商 英文 

成績 4.06m 6.50m 6.50m 3.70m 3.56m 3.16m 2.99m 2.98m 

鉛球 

姓名 劉曉欣 鄧晓寒 文苑婷 楊子瑩 何焯堯 凌嘉淇 屠善蓉 唐嘉文 

學系 新傳 工管 輔心 輔心 輔心 英文 社工 社會 

成績 *9.19m 7.91m 7.47m 7.08m 6.11m 5.99m 5.77m 5.67m 

鐵鉼 

姓名 劉曉欣 楊子瑩 屠善蓉 文苑婷 凌嘉淇 胡沅瑩   

學系 新傳 輔心 社工 輔心 英文 社工   

成績 *31.42m 15.31m 15.21m 14.67m 14.04m 13.15m   

標槍 

姓名 葉茵霖 葉永奇 鄧晓寒 余芷澄 陳嘉敏 譚子晴 洪珮嘉 唐嘉文 

學系 新傳 工管 工管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會 

成績 16.98m 15.78m 13.71m 10.28m 9.74m 9.51m 8.23m 7.82m 

* 破大會紀錄                   女 女子全場總冠軍：黎靖言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