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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項 參 賽 運 動 員 名 單 

 

所有分組 

男子 A組 

  100 米  8 人 

    145        176        188        207        208        213        240        247         

    蔡寶成     黃駿鴻     陳志揚     莫文佳     麥嘉明     葉漢錫     FOKIENGKIT 李金        

    民政總署   澳門大學   法務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教育暨青年局  

                                                                                             

  400 米  8 人 

    144        158        167        168        176        210        240        247         

    陸偉堅     朱鉅明     梁恩庭     陳華康     黃駿鴻     盧嘉志     FOKIENGKIT 李金        

    民政總署   衛生局     金融管理局 金融管理局 澳門大學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教育暨青年局  

                                                                                             

  5000 米  23 人 

    105        107        121        122        127        128        134        144         

    容家倫     李德金     賴震龍     劉永紅     歐國光     潘偉       張富文     陸偉堅      

    文化局     海事及水務局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146        148        150        156        165        170        175        178         

    陳添有     古國源     劉振揮     陳志堅     鍾博文     TAKASHISUDA 黎嘉駿     梁秉駒      

    民政總署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環境保護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旅遊學院   統計暨普查局 澳門大學    

                                                                                             

    179        180        183        209        212        238        239         

    陳子駿     郭家榮     林文兵     張遜       程朝暉     LAMVAIIP   LEIWAIIP    

    郵電職公福利會 郵電職公福利會 郵電職公福利會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4x100 米接力  4 隊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賴震龍     劉永紅     陳述       何家會     李志銳     周連根     歐國光     潘偉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129        161        162        163        164        179        180        207         

    劉剛杰     林狄斌     吳樂樂     羅家明     梁汝林     陳子駿     郭家榮     莫文佳      

    民政總署   交通事務局 交通事務局 交通事務局 交通事務局 郵電職公福利會 郵電職公福利會 司法警

察局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麥嘉明     張遜       盧嘉志     周熾豪     程朝暉     葉漢錫     李志揚     黃明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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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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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遠  7 人 

    125        146        166        188        214        215            179 

    李志銳     陳添有     鮑偉春     陳志揚     李志揚     黃明紹         陳子駿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金融管理局 法務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郵電職公福利會 

                                                                       

  1500 米  17 人 

    123        124        126        129        145        148        150        158         

    陳述       何家會     周連根     劉剛杰     蔡寶成     古國源     劉振揮     朱鉅明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衛生局      

                                                                                             

    165        166        167        168        170        175        178        211         

    鍾博文     鮑偉春     梁恩庭     陳華康     TAKASHISUDA 黎嘉駿     梁秉駒     周熾豪      

    金融管理局 金融管理局 金融管理局 金融管理局 旅遊學院   統計暨普查局 澳門大學   司法警察局  

                                                                                             

    238         

    LAMVAIIP    

    懲教管理局  

                

男子 B組 

  100 米  12 人 

    108        117        131        153        169        174        216        218         

    CHIUKAIMAN 李達豐     張立堅     孔德安     朱世熙     蕭永康     許松峰     冼浩恒      

    CEM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房屋局     金融管理局 保安部隊事務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219        222        225        241         

    鍾志超     曾浩然     何泳洋     HONGFAILONG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400 米  6 人 

    217        221        223        224        230        235         

    梁永成     莫劍基     鄒敏聰     戴俊朗     李家華     IPKUON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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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教管理局  

                                                                       

  5000 米  17 人 

    103        104        111        112        113        130        173        177         

    許偉軒     周子文     楊廣培     劉少洋     PUNSIOCHON 林健輝     梁嘉昇     胡梓聰      

    生產力 CPTTM 文化局     LECM       LECM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財政局     澳門大學    

                                                                                             

    181        182        184        227        228        231        232        233         

    林再興     程旭傑     杜偉健     何浩揚     陳振宗     陳潤平     譚宏瀚     樂約翰      

    郵電職公福利會 郵電職公福利會 郵電職公福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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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BICHINDRA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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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教管理局  

                

  4x100 米接力  4 隊 

    116        117        118        119        181        182        185        216         

    劉敏康     李達豐     黃家豪     何頌賢     林再興     程旭傑     馮健偉     許松峰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郵電職公福利會 郵電職公福利會 郵電職公福利會 司

法警察局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梁永成     冼浩恒     鍾志超     郭志遠     莫劍基     曾浩然     鄒敏聰     戴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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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225        226        227        229        230        231        234        241         

    何泳洋     張瑞翊     何浩揚     吳敏光     李家華     陳潤平     羅志強     HONGFA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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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242        243        244        245        246         

    CHIONGAISON CHIONGAIKEONG CHANGKIMFONG LEONGWANLOK AOIEONGHOUWA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跳遠  8 人 

    106        116        118        153        154        157        169        220         

    雷永權     劉敏康     黃家豪     孔德安     李家立     李日亮     朱世熙     郭志遠      

    文化局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房屋局     房屋局     自來水   金融管理局 司法警察局  

                                                                                             

  1500 米  12 人 

    102        108        119        130        131        154        174        177         

    譚傑榮     CHIUKAIMAN 何頌賢     林健輝     張立堅     李家立     蕭永康     胡梓聰      

    社會保障基金 CEM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房屋局     保安部隊事務局 澳門大學    

                                                                                             

    226        229        234        235         

    張瑞翊     吳敏光     羅志強     IPKUONGIAN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女子 A組 

  100 米  6 人 

    114        133        171                   172        187        205         

    黃美琪     吳粵華     ADASULEICAARAUJOSOUSA CHANMOUWA  李惠平     郭金蓮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旅遊學院              旅遊學院   法務局     司法警察局  

                                                                       

  400 米  4 人 

    133        138        140        206         

    吳粵華     陳恩海     沙靜宜     林婉儀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司法警察局  

                                                 



                                                                           4

  3000 米  7 人 

    135        149        151        172        187        203        204          

    黃泳鈺     劉桂珠     余宏宇     CHANMOUWA  李惠平     梁美英     蔡小燕      

    民政總署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旅遊學院   法務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4x100 米接力  2 隊 

    120        132        135        138        203        204        205        206         

    李玉蘭     陳美儀     黃泳鈺     陳恩海     梁美英     蔡小燕     郭金蓮     林婉儀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跳遠  3 人 

    120        141        155         

    李玉蘭     黎嫦媚     陳桂香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房屋局      

                                      

  1500 米  6 人 

    114        132        149        151        155        171         

    黃美琪     陳美儀     劉桂珠     余宏宇     陳桂香     ADASULEICAARAUJOSOUSA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房屋局     旅遊學院    

                                                                       

女子 B組 

  100 米  8 人 

    139        147        159        186        189        192        195        199         

    陳禮莎     溫靜       許惠群     溫玉珊     李倩君     馮凱燕     林悅兒     楊冬青      

    民政總署   勞工事務局 衛生局     退休基金會 法務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400 米  5 人 

    101        136        143        194        196         

    禤碧琪     丘曼琪     陳凱盈     許翩翩     蘇瑞林      

    社會保障基金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3000 米  9 人 

    109        110        137        142        152        160        191        201         

    CHANGCHINGAI 廖苑儀     許秋龍     鮑淑芬     歐陽麗華   阮小燕     溫少顏     蘇小微      

    CEM        LECM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勞工事務局 衛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202         

    吳婉欣      

    司法警察局  

                

  4x100 米接力  2 隊 

    136        13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丘曼琪     陳禮莎     彭倩祺     溫少顏     馮凱燕     麥嘉華     許翩翩     林悅兒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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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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蘇瑞林     黃玉婷     徐少雯     楊冬青     覃舜君     蘇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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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遠  4 人 

    189        197        198        202         

    李倩君     黃玉婷     徐少雯     吳婉欣      

    法務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1500 米  11 人 

    101        109        115        137        147        152        160        190         

    禤碧琪     CHANGCHINGAI 馮詠君     許秋龍     溫靜       歐陽麗華   阮小燕     彭倩祺      

    社會保障基金 CEM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衛生局     司法警察局  

                                                                                             

    193        200        237         

    麥嘉華     覃舜君     HOMEIIN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 懲教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