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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分組 

男子 A 組 

  100 米  5 人 

101 108 109 177 184  

WONGCHUNHONG 黃曉明 葉漢錫 馮禮諾 鮑偉春  

澳門大學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行政公職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400 米  4 人     

101 112 183 185   

WONGCHUNHONG 盧嘉志 陳華康 梁恩庭   

澳門大學 司法警察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1500 米  5 人     

155 183 184 186 188  

譚志森 陳華康 鮑偉春 鍾博文 TAKASHISUDA  

勞工事務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旅遊學院  

                                                     

  5000 米  5 人     

113 155 185 186 188  

程朝輝 譚志森 梁恩庭 鍾博文 TAKASHISUDA  

司法警察局 勞工事務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旅遊學院  

                                                                                                 

  跳遠  4 人    

108 110 111 171   

黃曉明 李志揚 黃明紹 李志銳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民政總署   

                                                                                                                       

男子 B 組 

  100 米  8 人    

120 121 124 130 132 163 

鍾志釗 LOTLIEARJULIOQUISHOR 劉少明 陳君誠 蘇章彥 蔡源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民政總署 

 

176 181     

孔德安 巢曉峰     

房屋局 社會工作局     

                                                                  

  400 米  8 人    

102 114 122 123 131 133 

陳文迪 劉偉 梁永成 冼浩恒 鄒德聰 戴俊朗 

澳門大學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34 159     

何泳洋 歐陽浩華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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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米  11 人   

105 107 114 118 126 129 

LEUNGWAIMENG 徐少東 劉偉 林佳輝 吳敏光 李家華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理工學院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60 168 169 170 172  

梁德怡 鄧偉浩 林健輝 李偉得 朱學文  

懲教管理局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5000 米  14 人 

115 116 117 119 127 128 

黃福來 張瑞翊 何浩揚 陳振宗 陳元泰 羅志強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68 169 170 172 178 179 

鄧偉浩 林健輝 李偉得 朱學文 梁健怡 陳鵬之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文化局 文化局 

                                                                   

180 187     

陳振暉 吳結華     

社會工作局 澳門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 

    

                                             

  跳遠  5 人    

123 125 161 163 176  

冼浩恒 郭志遠 余聲遠 蔡源 孔德安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民政總署 房屋局  

                                                            

  4x100 米接力  4 隊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劉偉 黃福來 張瑞翊 何浩揚 林佳輝 陳振宗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鍾志釗 LOTLIEARJULIOQUISHOR 梁永成 冼浩恒 劉少明 郭志遠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陳元泰 羅志強 李家華 陳君誠 鄒德聰 蘇章彥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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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134     

戴俊朗 何泳洋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56 157 158 159   

洪飛龍 趙毅信 梁韻樂 歐陽浩華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女子 A 組 

  100 米  4 人     

149 151 153 173   

郭金蓮 林婉儀 LEIWAIPENG 吳粵華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法務局 民政總署   

                                    

  3000 米  4 人    

154 164 173 182    

余寶珠 沙靜宜 吳粵華 KUOKSIOSIN    

勞工事務局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身份證明局    

                           

女子 B 組 

  100 米  8 人    

104 106 138 142 145 147 

林嘉艷 黃曉珊 馮凱燕 林悅兒 陳麗蓉 楊冬青 

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理工學院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52 162     

李倩君 溫玉珊     

法務局 退休基金會     

                                                                                                                       

  400 米  5 人 

103 104 141 143 144  

吳凱琪 林嘉艷 許翩翩 蘇瑞林 黃玉婷  

教育暨青年局 教育暨青年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500 米  5 人  

103 135 136 139 165  

吳凱琪 彭倩祺 溫少顏 麥嘉華 丘蔓琪  

教育暨青年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民政總署  

 

  3000 米  5 人     

136 137 140 166 167  

溫少顏 陳詠嘉 梁德昕 甄綺蓮 許若怡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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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遠  5 人 

106 143 144 146 152  

黃曉珊 蘇瑞林 黃玉婷 徐少雯 李倩君  

澳門理工學院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法務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