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樹仁大學第三十三屆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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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浩然 梁智朗 王建希 羅頌榮 林沚軒 吳積棋   

學系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成績 21.64 23.63 24.35 24.38 24.76 25.17   

100 米 

姓名 區梓堯 梁子聰 劉偉杰 葉翱汯 周嘉樂 林澄豐 王鉅竣 梁淙銘 

學系 輔心 社工 中文 社工 新傳 社工 社工 社工 

成績 11.95 12.67 12.96 12.97 13.43 13.52 14.79 14.82 

200 米 

姓名 區梓堯 梁子聰 麥庭熙      

學系 輔心 社工 社工      

成績 24.77 27.60 53.77      

400 米 

姓名 尹暉楊 方俊傑 陳世浩 麥庭熙     

學系 社工 工管 社工 社工     

成績 1:04.01 1:08.95 1:17:09 1:34.63     

800 米 

姓名 尹暉楊 卓錦柱       

學系 社工 社工       

成績 2:45.68 3:20.38       

1500 米 

姓名 范文樂 楊晣然 吳倬鋒 聶俊邑 羅修慧博士 謝愫然 陳世浩 丘璟熹 

學系 中文 社工 社工 社工 法商 社工 社工 社工 

成績 5:14.72 5:58.84 6:01.82 6:52.40 6:57.95 7:12.51 7:18.18 7:21.73 

3000 米 

姓名 范文樂 張浩鈞 楊晰然 林泓熹 唐諾信 謝愫然 方熙延 張少強教授 

學系 中文 社會 社工 輔心 社會 社工 社工 大學管理層 

成績 11:24.52 11:29.60 11:49.13 11:52.28 14:07.40 14:07.90 15:04.10 15:10.32 

4 X 100 米   

公開接力 

姓名 1 李大煒 葉翱汯 尹暉楊 謝愫然 林澄豐 劉浩然   

姓名 2 麥景智 吳倬鋒 陳世浩 余卓勳 聶俊邑 林子樂   

姓名 3 方健銘 歐梓君 馮家希 何穎灝 黃日賢 梁淙銘   

姓名 4 趙潤生 葉翱昇 梁子聰 麥庭熙 王宏僖 李愷程   

成績 53.60 54.69 54.90 55.11 57.05 57.24   

4 X 400 米   

公開接力 

姓名１ 羅頌榮 王建希       

姓名２ 李家曦 卓錦柱       

姓名３ 丘璟熹 何蔚莊       

姓名４ 劉俊賢 廖可為       

成績 5:23.50 5:41.10       

田 
 
賽 

跳高 

姓名 劉浩然 莫嘉俊 廖可為      

學系 社工 輔心 社工      

成績 1.45m 1.40m 1.10m      

跳遠 

姓名 劉偉杰 蘇欣諾 梁智朗 李愷程 吳日芹 尹暉楊 梁淙銘 麥庭熙 

學系 中文 輔心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成績 5.17m 4.97m 4.46m 4.36m 4.30m 4.26m 4.12m 4.05m 

三級跳 

姓名 劉偉杰 劉浩然 林澄豐      

學系 中文 社工 社工      

成績 9.48m 8.80m 8.20m      

鉛球 

姓名 陳敬中 王宏僖 李家曦 方熙延 李文灝 劉俊賢 何穎灝 丘璟熹 

學系 新傳 社工 社工 社工 歷史 社工 社工 社工 

成績 8.11m 7.74m 7.10m 6.70m 6.46m 6.06m 5.71m 5.07m 

鐵鉼 

姓名 廖可為 王鉅竣 方熙延 陳敬中 李文灝    

學系 社工 社工 社工 新傳 歷史    

成績 16.60m 15.71m 14.56m 14.55m 13.65m    

標槍 

姓名 余卓勳 李家曦 吳日芹 何穎灝 林沚軒 陳世浩   

學系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社工   

成績 26.22m 20.96m 17.49m 13.76m 10.63m 10.25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