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生光华独中 

田径锦标赛各项记录 

 

项目 组别 记录 保持者 班级 历届 年份 

100 M 

男甲 11.50 张俊轩 高二理 第十三届 2012 

男乙 11.60 郑浩缘 高一爱 第十六届 2015 

男丙 12.57 廖翊凯 初一白 第十五届 2014 

女甲 13.44 严靖琳 高三忠 第十六届 2015 

女乙 13.53 叶炜淋 初三忠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13.75 叶炜淋 初二忠 第十九届 2018 

200 M 

男甲 23.78 彭雋湕 高二爱 第十七届 2016 

男乙 24.53 吴锦晟 初三青 第十三届 2012 

男丙 25.6 吴锦晟 初二橙 第十二届 2011 

女甲 28.53 苏津飞 高三理 第十九届 2018 

女乙 28.16 叶炜淋 初三忠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29.94 叶炜淋 初二忠 第十九届 2018 

400 M 

男甲 54.33 廖翊凯 高三理 第二十届 2019 

男乙 56.34 陈宇杰 高一爱 第十九届 2018 

男丙 58.68 陈宇杰 初二仁 第十七届 2016 

女甲 1:05.88 苏津飞 高三理 第十八届 2018 

女乙 1:05.67 叶炜淋 初三忠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1:10.06 叶炜淋 初二忠 第十九届 2018 

800 M 

男甲 2:14.66 梁瀚宇 高三爱 第十七届 2016 

男乙 2:21.00 李棖祤 高一仁 第十七届 2016 

男丙 2:29.54 冯乐康 初二爱 第十六届 2015 

女甲 3:03.84 萧慧娴 高三忠 第十六届 2015 

女乙 3:01.75 林瑾慧 高一理和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3:05.06 林瑾慧 初二忠 第十八届 2017 

1500 M 

男甲 4:52.96 梁瀚宇 高三爱 第十七届 2016 

男乙 5:08.09 王和兴 高一忠 第十八届 2017 

男丙 5:27.37 冯乐康 初二爱 第十六届 2015 

女甲 6:31.06 殷欣菱 高三孝 第十六届 2015 

女乙 6:29.31 林瑾慧 高一理和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6:23.82 林瑾慧 初二忠 第十八届 2017 

3000M 

女甲 14:10.66 萧慧娴 高三忠 第十六届 2015 

女乙 14:40.41 林瑾慧 高一理和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14:14.16 林瑾慧 初二忠 第十八届 2017 

男甲 11:46.19 王和兴 高二孝 第十九届 2018 

男乙 11:07.82 陈宇杰 高一爱 第十九届 2018 

男丙 12:13.97 潘恺泽 初一孝 第十九届 2018 

5000M 

男甲 18:30.47 梁瀚宇 高三爱 第十七届 2016 

男乙 20:29.29 陈宇杰 初三信 第十八届 2017 

男丙 21:02.37 陈宇杰 初二仁 第十七届 2016 

4100 M 男甲 46.71  高二仁 第二十届 2019 



男乙 48.16  高一仁 第十九届 2018 

男丙 50.47  初二仁 第十七届 2016 

女甲 58.78  高三忠 第十七届 2016 

女乙 1:01.80  初三忠 第十九届 2018 

女丙 1:02.59  初二忠 第十九届 2018 

4400 M 

男甲 3:53.17  高二爱 第二十届 2019 

男乙 4:04.78  高一爱 第十九届 2018 

男丙 4:18.07  初二仁 第十七届 2016 

女甲 5:27.41  高三理 第十八届 2017 

女乙 5:26.04  初三忠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5:33.92  初一忠 第二十届 2019 

跳高 

男甲 1.72M 邝俊伟 高二爱 第二十届 2019 

男乙 1.65M 林顺权 高一爱 第十六届 2015 

男丙 1.56M 郑湧衞 初二爱 第二十届 2019 

女甲 1.34M 林嘉慧 高二忠 第十八届 2017 

女乙 1.31M 张宇辰 高一忠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1.19M 林依娴 初一孝 第二十届 2019 

跳远 

男甲 6.20M 何昱衡 高三忠 第十九届 2018 

男乙 5.44M 钟君汉 高一白 第十二届 2011 

男丙 4.91M 黄金祥 初二黄 第十二届 2011 

女甲 4.31M 严靖琳 高三忠 第十六届 2015 

女乙 4.44M 黄佳玉 初三忠 第十九届 2018 

女丙 3.70M 严靖琳 初二白 第十二届 2011 

三级跳远 

男甲 12.22M 何昱衡 高二忠 第十七届 2017 

男乙 12.15M 何昱衡 高一忠 第十七届 2016 

男丙 10.31M 何昱陞 初二信 第二十届 2019 

女甲 8.13M 严依琳 高二白 第十四届 2013 

女乙 8.23M 严依琳 高一白 第十三届 2012 

女丙 7.09M 卢恩熙 初二爱 第十九届 2018 

铅球 

男甲 11.76M 林育生 高三黄 第十二届 2011（5.45KG） 

男甲 10.72M 叶梓桐 高二爱 第十九届 2018（5KG） 

男乙 11.42M 吴铭杰 高一仁 第十七届 2016（4.55KG） 

男乙 11.17M 吕敦成 高一孝 第十九届 2018（4KG） 

男丙 11.45M 黄永耀 初二爱 第二十届 2019（4KG） 

女甲 6.45M 林敏乐 高三黄 第十四届 2013（4KG） 

女甲 8.56M 吴小旋 高二爱 第二十届 2019（3KG） 

女乙 7.18M 吴小旋 高一爱 第十八届 2017（4KG） 

女乙 6.92M 李佩仪 高一孝 第十九届 2018（3KG） 

女丙 6.49M 沈禕琳 初二爱 第十七届 2016（4KG） 

女丙 7.32M 蔡美仙 初一仁 第二十届 2019（3KG） 

标枪 

男甲 44.57M 陈志翔 高三信 第二十届 2019 

男乙 44.03M 林嘉俊 高一信 第十八届 2017 

男丙 37.10M 黄永耀 初二爱 第二十届 2019 

女甲 21.72M 李岩玲 高二仁 第十七届 2016（600G） 

女甲 19.28M 李秀晶 高三爱 第十九届 2018（500G） 

女乙 20.89M 严依琳 高一白 第十三届 2012（600G） 



 

 

 

 

 

 

 

 

 

 

 

 

 

 

 

 

 

 

 

 

女乙 20.96M 黄佳玉 高一忠 第二十届 2019（500G） 

女丙 14.48M  郑嘉晴 初二信 第十六届 2015（600G） 

 女丙 17.32M 陈婉晴 初一平 第二十届 2019（500G） 

铁饼 

男甲 29.36M 叶梓桐 高三爱 第二十届 2019 

男乙 32.57M 陈志翔 高一信 第十八届 2017 

男丙 33.42M 黄永耀 初二爱 第二十届 2019 

女甲 21.06M 吴小璇 高二爱 第十九届 2018 

女乙 20.29M 黄佳玉 高一忠 第二十届 2019 

女丙 14.92M 李汶慧 初一义 第二十届 2019 



巴生光华独中 

田径锦标赛历届最佳男运动员运动员 

 
 

 

 

 

 

 

 

 

 

 

 

 

 

 

 

 

 

 

 

 

 

 

 

 

 

 

 

 

 

 

 

 

 

 

*历届甲组最佳运动员为来届运动员宣誓代表，若已毕业则由乙组运动员补上。 

 

 

 

 

组别 班级 姓名 历届 年份 

男甲 

高三理 刘秉翰 第十二届 2011 

高二理 张俊轩 第十三届 2012 

高二白 宋恩健 第十四届 2013 

高二蓝 梁瀚宇 第十五届 2014 

高二爱 梁瀚宇 第十六届 2015 

高三爱 梁瀚宇 第十七届 2016 

高二忠 何昱衡 第十八届 2017 

高三忠 何昱衡 第十九届 2018 

高三理 廖翊凯 第二十届 2019 

男乙 

高一理 张俊轩 第十二届 2011 

初三红 梁瀚宇 第十三届 2012 

高一蓝 梁瀚宇 第十四届 2013 

高一黄 郑浩缘 第十五届 2014 

高一爱 林顺权 第十六届 2015 

初三仁 冯乐康 第十七届 2016 

初三信 陈宇杰 第十八届 2017 

高一爱 陈宇杰 第十九届 2018 

高一爱 李畍乐 第二十届 2019 

男丙 

初二蓝 陈立嘉 第十二届 2011 

初二蓝 李暐杰 第十三届 2012 

初二青 戴俊伟 第十四届 2013 

初二红 李枨羽 第十五届 2014 

初二爱 冯乐康 第十六届 2015 

初二仁 陈宇杰 第十七届 2016 

初二爱 
汤明德 

李绅御 
第十八届 2017 

初一和 黄永耀 第十九届 2018 

初二爱 黄永耀 第二十届 2019 



巴生光华独中 

田径锦标赛历届最佳女运动员 

 

组别 班级 姓名 历届 年份 

女甲 

高三黄 李淑琪 第十二届 2011 

高二白 刘佳琪 第十三届 2012 

高二白 严依琳 第十四届 2013 

高二蓝 

高二白 

殷欣菱 

萧慧娴 
第十五届 2014 

高三忠 严靖琳 第十六届 2015 

高二理 

高二仁 

李仪枫 

李岩玲 
第十七届 2016 

高二理 苏津飞 第十八届 2017 

高三理 苏津飞 第十九届 2018 

高三爱 吴小璇 第二十届 2019 

-女

乙 

初三白 严依琳 第十二届 2011 

初三白 严靖琳 第十三届 2012 

高一蓝 萧慧娴 第十四届 2013 

高一白 王晶怡 第十五届 2014 

初三忠 苏津飞 第十六届 2015 

高一理 苏津飞 第十七届 2016 

高一爱 吴小璇 第十八届 2017 

初三忠 
林瑾慧 

黄佳玉 
第十九届 2018 

高一理 林瑾慧 
第二十届 2019 

叶炜淋 初三忠 

女丙 

初二黄 郑慧贤 第十二届 2011 

初二蓝 王晶怡 第十三届 2012 

初二黄 谢结敏 第十四届 2013 

初二白 苏津飞 第十五届 2014 

初二信 郑嘉晴 第十六届 2015 

初一忠 林瑾慧 第十七届 2016 

初二忠 林瑾慧 第十八届 2017- 

初二忠 叶炜淋 第十九届 2018 

初二孝 许镓恩 第二十届 2019 

*历届甲组最佳运动员为来届运动员宣誓代表，若已毕业则由乙组运动员补上。 

 

 

 



巴生光华独中 

田径锦标赛团体总积分榜 

 

*2011 年只设立冠军奖项 

 

 

 

 

 

 

组别 奖项 班级 历届 年份 奖项 班级 历届 年份 

甲组 冠军 

高三理 第十二届 2011 

亚军 

   

高二理 第十三届 2012 高二白 第十三届 2012 

高三理 第十四届 2013 高二白 第十四届 2013 

高二蓝 第十五届 2014 高三白 第十五届 2014 

高二忠 第十六届 2015 高三忠 第十六届 2015 

高三忠 第十七届 2016 高三理 第十七届 2016 

高二忠 第十八届 2017 高三爱 第十八届 2017 

高三忠 第十九届 2018 高三爱 第十九届 2018 

高二爱 第二十届 2019 高三孝 第二十届 2019 

乙组 冠军 

高一白 第十二届 2011 

亚军 

   

高一白 第十三届 2012 高一蓝 第十三届 2012 

高一蓝 第十四届 2013 初三蓝 第十四届 2013 

高一白 第十五届 2014 高一理 第十五届 2014 

高一爱 第十六届 2015 高一理和 第十六届 2015 

高一爱 第十七届 2016 高一忠 第十七届 2016 

初三孝 第十八届 2017 高一理和 第十八届 2017 

高一爱 第十九届 2018 初三忠 第十九届 2018 

高一忠 第二十届 2019 高一孝 第二十届 2019 

丙组 冠军 

初二橙 第十二届 2011 

亚军 

   

初二蓝 第十三届 2012 初二青 第十三届 2012 

初二白 第十四届 2013 初二黄 第十四届 2013 

初二红 第十五届 2014 初一白 第十五届 2014 

初二爱 第十六届 2015 初二信 第十六届 2015 

初二仁 第十七届 2016 初二孝 第十七届 2016 

初二忠 第十八届 2017 初二爱 第十八届 2017 

初二忠 第十九届 2018 初二爱 第十九届 2018 

初二爱 第二十届 2019 初二忠 第二十届 2019 



巴生光华独中 

田径锦标赛最佳班级精神奖 
 

 

 

 

 

 

 

 

 

 

 

 

 

 

 

 

 

 

 
 

 

 

 

 

 

 

 

 

 

 

 

 

 

 

 

 

 

 

 

 

 

 

 

 

奖项 班级 届数 年份 

冠军 

高三理 第十二届 2011 

高三白 第十三届 2012 

高三理 第十四届 2013 

初二白 第十五届 2014 

亚军 

高二白 第十二届 2011 

高三理 第十三届 2012 

高三白 第十四届 2013 

初一橙 第十五届 2014 

季军 

高三黄 第十二届 2011 

高三黄 第十三届 2012 

高三黄 第十四届 2013 

初二蓝 第十五届 2014 

殿军 

高三白 第十二届 2011 

高二黄 第十三届 2012 

高二白 第十四届 2013 

初一红 第十五届 2014 

*2011-2014 年最佳精神奖不设组别 

组别 奖项 班级 届数 年份 

甲组 

冠军 

高三忠 第十七届 2016 

高三孝 第十八届 2017 

高三孝 第十九届 2018 

亚军 

高二仁 第十七届 2016 

高三爱 第十八届 2017 

高三理和 第十九届 2018 

乙组 

冠军 

高一理 第十七届 2016 

高一孝 第十八届 2017 

初三忠 第十九届 2018 

亚军 

初三仁 第十七届 2016 

高一忠 第十八届 2017 

高一仁 第十九届 2018 

丙组 

冠军 

初二忠 第十七届 2016 

初一信 第十八届 2017 

初二孝 第十九届 2018 

亚军 

 

初一爱 第十七届 2016 

初一忠 第十七届 2016 

初二忠 第十八届 2017 

初二忠 第十九届 2018 



巴生光华独中 

田径锦标赛班级步操比赛 

 

组别 奖项 班级 年份 

甲组 

冠军 高三文商忠 

2019 

亚军 高三理和 

季军 高三文商孝 

优秀奖 高二文商孝 

优秀奖 高二文商忠 

优秀奖 高二文商爱 

乙组 

冠军 初三仁 

亚军 高一文商忠 

季军 初三忠 

优秀奖 高一文商爱 

优秀奖 高一理和 

优秀奖 高一文商孝 

丙组 

冠军 初二孝 

亚军 初二和 

季军 初一忠 

优秀奖 初二义 

优秀奖 初一孝 

优秀奖 初二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