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2017-2018 年度  

「悅讀馬拉松」年終得獎名單 

 

挑戰賽 60公里 

2D    麥雅賢（63 公里）    李寶琳（60 公里） 

3D    羅焌珉（60 公里） 

 

全馬 42公里 

1A    黃宇軒（43 公里） 

 

1B    朱善童（46 公里） 

 

1M    李家順（46 公里） 

 

1C    陳芷珊（42 公里）、張嘉誼（42 公里）、盧沅淇（42 公里）、麥穗韻（42 公里）、

丘晞彤（48 公里） 

 

1D    陳凱靖（42 公里）、張幸琳（42 公里）、劉芷晴（43 公里）、吳曉明（49 公里）、

蘇俊希（47 公里）、徐子浩（45 公里） 

 

2A    蔡穎宜（51 公里）、黃兆騫（53 公里） 

 

2B    周靖汶（49 公里） 

 

2M    梁子健（43 公里）、劉偉淳（47 公里） 

 

2C    區靜桐（43 公里）、余慧琳（46 公里）、陳釗城（45 公里）、劉致亨（52 公里）、

顏泰明（46 公里）、張家俊（52 公里）、張家和（46 公里） 

 

2D    黎凱瑤（43 公里）、羅新婷（48 公里）、陳卓賢（44 公里）、朱俊傑（52 公里）、

許皓雲（44 公里）、曾華炳（54 公里） 

 

3A    高珮淇（43 公里） 

 

3B    蕭凱超（49 公里） 

 

3M    李釺誠（47 公里）、李庚禧（44 公里） 



3C    梁宇軒（44 公里）、李嘉穎（43 公里）、李漢程（43 公里）、陳澤然（42 公里） 

 

3D    何穎怡（45 公里）、林珮筠（48 公里）、林苑婷（53 公里）、李苡姍（43 公里）、

李柏瑤（51 公里）、李蔚姍（59 公里）、李以琦（45 公里）、黃穎芝（43 公里）、

張步方（54 公里）、賴啓華（47 公里）、曾威翔（51 公里）、黃允彥（55 公里）、

楊嘉豪（50 公里）、鄧映雪（53 公里） 

 

 

半馬 21公里 

1A    張小津（23 公里）、張婉儀（34 公里）、何沛璇（26 公里）、羅綺琳（40 公里）、

羅詠茵（40 公里）、趙軒（22 公里）、郭俊佑（30 公里）、譚禮軒（21 公里）、 

謝灝（28 公里）、黃國禧（27 公里）、葉俊希（35 公里） 

 

1B    曾琬淇（31 公里）、胡滿琳（33 公里）、任嘉雯（34 公里）、邱凱琪（30 公里）、

林資穎（23 公里）、梁志傑（24 公里）、梁瀛軒（22 公里）、馬誠晉（39 公里）、

徐嘉宏（40 公里） 

 

1M    蔡子浩（37 公里）、張曉悠（25 公里）、陳炎基（38 公里）、胡意程（27 公里）、

陳凱琪（23 公里）、孫馹禧（35 公里）、蔡浩聰（34 公里）、何心怡（34 公里）、

黃天熙（39 公里）、蘇柏橋（28 公里）、方枷帆（26 公里）、梁子浩（32 公里）、

吳藝峰（32 公里）、雷浩楓（24 公里） 

 

1C    陳敏莉（32 公里）、蔡嘉美（32 公里）、方淑雯（34 公里）、馮詩雅（34 公里）、

梁詠欣（24 公里）、曾詠瞳（27 公里）、黃卓琳（35 公里）、黃愛希（34 公里）、

楊翠瑤（39 公里）、周南（39 公里）、陳景宏（33 公里）、陳朗澄（21 公里）、 

      朱家賢（26 公里）、鍾浩文（28 公里）、劉承風（31 公里）、羅君林（25 公里）、

李卓昊（32 公里）、李偉權（27 公里）、梁曉峰（32 公里）、劉家傑（26 公里）、

麥伯聯（23 公里）、徐灝朗（24 公里） 

 

1D    陳雅汶（27 公里）、陳韵彤（39 里）、陳欣禧（40 公里）、朱穎熙（36 公里）、劉

靖妤（31 公里）、潘慧晴（33 公里）、謝凱晴（37 公里）、謝紫晴（41 公里）、楊

珮瑩（25 公里）、翁曉柔（31 公里）、周頌（29 公里）、陳錦城（32 公里）、陳偉

豪（39 公里）、陳雙初（33 公里）、朱俊尚（21 公里）、李俊穎（28 公里）、蔡啓

弘（28 公里）、王煒城（22 公里）、黃晉堯（30 公里）、黃鴻基（32 公里）、庄鴻

達（27 里） 

 

2A    蘇紫晴（28 公里）、湯詠茵（25 公里）、張少桉（33 公里）、潘子健（26 公里）、

鄧梓樺（21 公里）、楊俊軒（33 公里） 

 



2B    霍蕙心（43 公里）、何嘉瑩（43 公里）、郭曦琳（33 公里）、潘菁瑤（33 公里）、

陳卓衡（40 公里）、陳欣廷（40 公里）、鄭建霖（33 公里）、許嘉謙（33 公里）、

莫子謙（32 公里） 

 

2M    吳偉杰（28 公里）、杜穎芝（38 公里）、陳柏熙（29 公里）、鄧首明（34 公里）、

李穎妍（26 公里）、杜承志（36 公里） 

 

2C    張煒晞（39 公里）、李寶顏（34 公里）、呂穎芝（32 公里）、伍品慈（28 公里）、

陳樂庭（31 公里）、趙海鈞（32 公里）、朱浩哲（35 公里）、劉群烽（38 公里）、

羅冠淙（40 公里）、吳逸朗（29 公里）、鄧偉希（33 公里）、謝子軒（39 公里）、

王祖潁（39 公里）、楊梓熙（32 公里）、葉嘉豪（33 公里） 

 

2D    賴凱恩（39 公里）、石晞言（41 公里）、蕭穎思（34 公里）、鄧梓霖（41 公里）、

溫依晴（35 公里）、陳奕鵬（28 公里）、詹文浩（33 公里）、徐樂熹（35 公里）、

葉嘉堯（23 公里）、林少麟（29 公里）、梁梓彥（34 公里）、李逸昇（32 公里）、

潘家航（30 公里）、湯暐澤（37 公里）、王偉衡（31 公里）、黃興浩（37 公里）、

邱家樂（28 公里） 

 

 

3A    林嘉穎（40 公里）、王浩天（32 公里）、朱建廷（36 公里）、盧洛森（31 公里）、

李文杰（26 公里）、麥展鵬（38 公里）、李坤亮（39 公里） 

 

3B    鄭曉琳（21 公里）、陳俊希（31 公里）、徐奕康（29 公里）、馮鈞鴻（21 公里）、

黃韋儒（31 公里） 

 

3M    馮曉玥（26 公里）、陳浩然（28 公里）、陳萃怡（28 公里）、練凱林（35 公里）、

張汶唏（29 公里）、陳昇宙（27 公里）、周文龍（35 公里） 

 

3C    周玉茹（27 公里）、張承芳（36 公里）、詹靖琳（24 公里）、高子恩（32 公里）、

郭文嘉（41 公里）、林慧冰（21 公里）、廖映宏（26 公里）、彭雅詩（29 公里）、

曾婉儀（34 公里）、胡凱儀（38 公里）、楊絡然（36 公里）、陳知行（39 公里）、

陳文軒（31 公里）、周偉華（30 公里）、香家裕（24 公里）、何皓軒（32 公里）、

邱禧越（37 公里）、葉逸軒（37 公里）、余浚瑋（22 公里） 

 

3D    廖靖婷（28 公里）、盧珈穎（34 公里）、馬頌欣（41 公里）、蔡泂鏘（36 公里）、

方正熙（40 公里）、馮文軒（43 公里）、何志鵬（42 公里）、官犖（24 公里）、 

林汶樂（30 公里）、羅嘉樂（38 公里）、盧彥臻（31 公里）、胡展盛（39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