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子60米 冠軍 1C 宋栢賢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子60米 亞軍 1B 林慶修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子60米 季軍 1C 李智景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女子60米 冠軍 1E 區芷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女子60米 亞軍 1C 林珮文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女子60米 季軍 1A 黃曉彤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子擲豆袋 冠軍 1D 趙子進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子擲豆袋 亞軍 1E 周本誠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子擲豆袋 季軍 1D 黃晉晞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女子擲豆袋 冠軍 1D 馬詩淇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女子擲豆袋 亞軍 1B 劉禧儀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女子擲豆袋 季軍 1E 徐芯悠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女子立定跳遠 冠軍 1C 胡灝謙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女子立定跳遠 亞軍 1C 吳濼誼

第五十屆陸運會一年級男女子立定跳遠 季軍 1B 馬睿嶠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60米 冠軍 2D 林家銘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60米 亞軍 2A 林思齊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60米 季軍 2D 劉濟華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60米 冠軍 2D 廖巧睿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60米 亞軍 2A 周佩賢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60米 季軍 2B 洪可詠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擲豆袋 冠軍 2A 吳永隆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擲豆袋 亞軍 2D 卜祉滔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擲豆袋 季軍 2A 周本熙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擲豆袋 冠軍 2D 朱巧藍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擲豆袋 亞軍 2B 鍾思雅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擲豆袋 季軍 2C 張珈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立定跳遠 冠軍 2D 陳翱天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立定跳遠 亞軍 2C 馬浚軒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男子立定跳遠 季軍 2D 梁祉樂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立定跳遠 冠軍 2D 楊璇彧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立定跳遠 亞軍 2E 蔡伊倩

第五十屆陸運會二年級女子立定跳遠 季軍 2A 鄧悦呈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60米 冠軍 3D 談澤民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60米 亞軍 3D 薛政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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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60米 季軍 3A 楊展泓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60米 冠軍 3C 郭凱嵐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60米 亞軍 3D 鄧琋璇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60米 季軍 3E 陳皓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100米 冠軍 3B 黃傢恒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100米 亞軍 3B 鄧宇博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100米 季軍 3E 麥竣棠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100米 冠軍 3B 吳詠嵐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100米 亞軍 3A 林巧文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100米 季軍 3E 徐梓悠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擲豆袋 冠軍 3C 黃梓軒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擲豆袋 亞軍 3A 吳灝楠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擲豆袋 季軍 3D 趙子鋒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擲豆袋 冠軍 3C 吳珮怡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擲豆袋 亞軍 3A 蘇曉琳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擲豆袋 季軍 3C 黃雅澄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60米 冠軍 4C 冷飛鴻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60米 亞軍 4A 蔡正言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60米 季軍 4C 洪政韜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60米 冠軍 4B 郭清霖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60米 亞軍 4A 張心悠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60米 季軍 4D 張翹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100米 冠軍 4E 蔡正行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100米 亞軍 4E 劉家朗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100米 季軍 4C 余皓鈞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100米 冠軍 4E 馬蔚蕎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100米 亞軍 4A 陳依楠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100米 季軍 4A 劉姿含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100米 冠軍 5D 鄧宇軒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100米 亞軍 5B 關穎智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100米 季軍 5A 廖柏霖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100米 冠軍 5C 何咏羲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100米 亞軍 5C 鍾嘉宜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100米 季軍 5E 陳玥伶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200米 冠軍 5A 陳仲勳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200米 亞軍 5A 盧卓謙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200米 季軍 5A 何程朗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200米 冠軍 5E 周曉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200米 亞軍 5D 楊樂千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200米 季軍 5A 陳詠雅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100米 冠軍 6E 劉珈麟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100米 亞軍 6E 劉家銘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100米 季軍 6A 盧卓希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100米 冠軍 6D 梁芷欣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100米 亞軍 6C 陸海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100米 季軍 6A 黃漮妍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200米 冠軍 6E 朱彥瑋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200米 亞軍 6B 陳建聰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200米 季軍 6C 李日昭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200米 冠軍 6B 洪可昕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200米 亞軍 6E 李靖暄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200米 季軍 6E 范貝凝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6A 陳紫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6A 鄭詠蔚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6A 梁紫恩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6A 黃漮妍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6E 范貝凝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6E 林寶妮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6E 莫曉程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6E 李靖暄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6B 陳詠心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6B 馬蔚妍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6B 李穎晞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6B 洪可昕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5C 陳殷渟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5C 鍾嘉宜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5C 何咏羲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5C 劉熹曈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5E 招泳晞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5E 周曉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5E 陳玥伶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5E 周鎧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5B 梁鎧珆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5B 朱倩慧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5B 黃祖惠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5B 梁愷珈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4A 張心悠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4A 梁楚穎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4A 劉姿含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4A 陳依楠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4E 馬沛彤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4E 謝麗瑤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4E 唐善溢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4E 馬蔚蕎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4B 郭棨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4B 郭清霖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4B 陳心柔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4B 朱曉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3C 吳珮怡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3C 郭凱嵐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3C 黃雅澄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冠軍 3C 劉思慧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3E 羅浠雯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3E 李心瀠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3E 陳皓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亞軍 3E 徐梓悠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3D 王忻浠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3D 李穎詩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3D 湯睿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4×100米接力 季軍 3D 鄧琋璇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6E 梁晉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6E 朱彥瑋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6E 劉家銘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6E 劉珈麟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6D 杜晉杰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6D 曾峻一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6D 梁晉誠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6D 鄭在鏮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6A 王思捷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6A 梁頌鑫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6A 黃政彥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6A 盧卓希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5A 廖柏霖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5A 盧卓謙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5A 何程朗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5A 陳仲勳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5B 鄭明羽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5B 馮諾謙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5B 黃昫輝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5B 關穎智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5D 李梓培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5D 何灝一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5D 王維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5D 鄧宇軒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4E 陳彥旭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4E 劉家朗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4E 梁仲廉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4E 蔡正行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4C 林思源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4C 洪政韜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4C 周學賢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4C 冷飛鴻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4A 朱天悅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4A 李傲謙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4A 黃皓朗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4A 蔡正言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3B 廖祉羽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3B 鄧宇博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3B 麥倬鳴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冠軍 3B 黃傢恒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3D 薛政曜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3D 龐柏鏗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3D 葉匡翹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亞軍 3D 談澤民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3C 羅子朗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3C 林峻廷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3C 詹旻羲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4×100米接力 季軍 3C 彭子軒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擲壘球 冠軍 4D 區卓行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擲壘球 亞軍 4C 潘式哲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擲壘球 季軍 4C 鄧逸熙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擲壘球 冠軍 4D 張珈晞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擲壘球 亞軍 4A 王雪鈴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女子擲壘球 季軍 4E 李均妍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擲壘球 冠軍 5E 黃浚軒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擲壘球 亞軍 5E 鄭肇致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擲壘球 季軍 5E 陳承熹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擲壘球 冠軍 5E 周鎧晴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擲壘球 亞軍 5B 張凱琳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擲壘球 季軍 5E 葉泳昕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擲壘球 冠軍 6A 黃政彥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擲壘球 亞軍 6D 杜晉杰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擲壘球 季軍 6B 曾建豪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擲壘球 冠軍 6B 李穎希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擲壘球 亞軍 6A 梁紫恩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擲壘球 季軍 6E 黃善瑩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跳遠 冠軍 4E 陳彥旭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跳遠 亞軍 4A 林晉興

第五十屆陸運會四年級男子跳遠 季軍 4C 黃昊明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跳遠 冠軍 3C 郭沚澄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跳遠 亞軍 3D 梁巧臻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女子跳遠 季軍 3A 李賞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跳遠 冠軍 5A 梁禮傳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跳遠 亞軍 5B 陳熙暘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男子跳遠 季軍 5B 方載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跳遠 冠軍 5E 招泳晞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跳遠 亞軍 5C 徐穎琳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跳遠 季軍 5C 陳殷渟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跳遠 冠軍 6E 梁晉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跳遠 亞軍 6D 鄭在鏮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跳遠 季軍 6B 余日東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跳遠 冠軍 6D 張綽姸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跳遠 亞軍 6C 蔡鈺盈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跳遠 季軍 6B 于家晞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跳遠 冠軍 3E 柳顯哲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跳遠 亞軍 3A 何凱樂

第五十屆陸運會三年級男子跳遠 季軍 3C 彭思叡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跳高 冠軍 5B 劉綽裕

第五十屆陸運會五年級女子跳高 亞軍 5B 梁愷珈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跳高 冠軍 6B 盧卓亨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跳高 亞軍 6E 曾柏碩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子跳高 季軍 6A 邱天逸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跳高 冠軍 6A 馮佳恩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跳高 亞軍 6E 羅頌恩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女子跳高 季軍 6E 黃靖宇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女子鉛球 冠軍 6D 曾鍵溱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女子鉛球 亞軍 6D 吳家悅

第五十屆陸運會六年級男女子鉛球 季軍 6C 鍾浩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