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年來彩天學生之卓越成就-體育運動 

在運動方面，本校學生在各項運動的表現卓越，成績優異，可以說是黃大仙區運動成績最好的男校。 

 

甲. 田徑運動 

本校學生長於田徑運動，在校際田徑（第一組）比賽表現優異，為黃大仙區唯一一間有資格在校際田徑錦標賽第一組比賽的男校。

在歷屆的天主教教區中學聯運會中，總成績均名列前三名，今屆更加奪得全場總亞軍。 

 

天主教教區中學聯校運動會本校歷屆成績 

屆別 年份  甲組 乙組 丙組 丁組 全場總成績

一    69-70亞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二    71-72冠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三    73-74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四    75-76亞軍 季軍 亞軍 亞軍

五    77-78亞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六    79-80亞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七   81-82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八    83-84季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九    85-86亞軍 季軍 亞軍 亞軍

十     87-88季軍 亞軍 亞軍

十一 89-90    季軍 季軍 季軍

十二 91-92      季軍

十三 97-98    亞軍 冠軍 亞軍

十四 99-00   冠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十五 01-02      亞軍 亞軍 亞軍

十六 03-04    亞軍 殿軍 亞軍 亞軍

 

第十七屆聯校運動會本校成績--全場總亞軍 (註︰*表示破紀錄成績,本屆有14個項目打破大會紀錄) 

  甲組 (季軍) 乙組 (亞軍) 丙組 (亞軍)  

項目 班別 姓名          名次 成績 班別 姓名 名次 成績 班別 姓名 名次 成績

100m 4A     利昶諭 殿軍 12.010秒4C 徐志豪 *冠軍 11.440秒2C 蔡松源 第三名 12.810秒  

  4C     陳漢溪 第十名 12.080秒1A 葉劍威 第八名 12.670秒2A 賴俊彥 第十名 13.100秒  

200m 4A     利昶諭 殿軍 24.480秒4C 徐志豪 *冠軍 23.490秒2B 吳嘉林 第七名 26.600秒  

  5B        李家聰 第十名 24.740秒1A 葉劍威 十一 25.620秒2D 陳健鋒 十一 27.220秒

400m 4A       陳景熙 十六 57.730秒3C 梁志偉 第六名 57.470秒2B 吳嘉林 殿軍 1分0.250秒

  5C     劉星麟 十一 57.090秒3D 曾至孝 第九名 59.110秒2B 蕭漢文 第八名 1分33.400秒  

800m 

4A      陳景熙 十八 2分

20.590秒

4A 羅鈵棋 第七名 2分16.460秒2D 吳德和 *冠軍 2分13.580秒  

  

5D     林康泰 十九 2分

20.780秒

3A 林子祥 第九名 2分17.590秒2D 鄺振榮 第九名 2分30.930秒  

1500m 

4A      邱嘉其 十七 5分1.900

秒 

4A 羅鈵棋 第八名 4分59.600秒2D 吳德和 *冠軍 4分39.230秒  

  

5C       陳曉昇 十一 4分

55.050秒

4B 聶英傑 十一 5分2.650秒2D 鄺振榮 十一 5分16.260秒  

100mH -      - -  - 3A 陳楚錦 *冠軍 15.120秒- -  -  -

  -     - -  - 3C 尹浩文 第八名 17.120秒- -  -  -  

110mH 4B     鄧啟達 *季軍 15.900秒- -  - - - -  -  -

  4C   莫偉軒 *亞軍 15.880秒- -  - -  - -  -  -  

跳高 5B     石家豪 第九名 1.600米3C 尹浩文 第四名 1.600米2D 黎錦提 第五名 1.450米  



  5B      唐學勝 第五名 1.650米3A 王志聰 第八名 1.500米2B 蕭漢文 殿軍 1.450米  

跳遠 7A       吳子鎽 亞軍 6.140米3A 陳楚錦 亞軍 5.590米2C 蔡松源 十三 4.650米  

  7B      伍國城 十一 5.590米4B 吳俊傑 廿三 4.580米2D 陳健鋒 第八名 4.720米  

三級跳

遠 

5B     李家聰 *第七名 11.800米

- 

-  - -

- 

-  -  -

  5B   任煒明 *第六名 11.810米- -  - -  - -  -  -  

鉛球 6B     于子猇 *冠軍 14.600米3A 黃栢強 第八名 10.760米1A 謝爕雋 十二 8.470米  

  7A      沈根平 第五名 11.140米4C 蘇智焜 第五名 11.050米2D 黎錦提 廿八 7.590米  

標槍 6B     于子猇 *冠軍 53.300米3D 吳國彰 *冠軍 39.750米- -  -  -

  5A     陳英潤 殿軍 39.060米3C 陳駿朗 十七 0.100米- -  -  -  

鐵餅 5A     陳英潤 第五名 30.620米3D 吳國彰 *季軍 35.610米- -  -  -

  5B      張耀泉 第七名 28.320米4C 蘇智焜 十二 0.010米- -  -  -  

4 X 

100m 

4A   利昶諭 4C 徐志豪 2C 蔡松源

  4C   陳漢溪 3C 尹浩文 2D 陳健鋒

  4C   莫偉軒 3A 陳楚錦 2A 賴俊彥

  5B 

 

  

  

李家聰

季軍 46.540秒

1A 葉劍威

*冠軍 46.970秒 

1C 吳鑒泉

*季軍 50.720秒

4 X 

400m 

6B   于子猇 3C 梁志偉 2D 吳德和

  4A   陳景熙 3D 曾至孝 2D 黎錦提

  5C   劉星麟 4A 羅鈵棋 2B 蕭漢文

  5D  

  

 

  

林康泰

第五名 
3分

50.330秒

3A 林子祥

季軍 3分54.630秒

2B 吳嘉林

*季軍 4分6.080秒

甲組破紀錄數目: 4項 乙組破紀錄數目: 6項 丙組破紀錄數目: 4項

 

 



香港田徑記錄 

本校學生現在擁有多項香港田徑運動的記錄，詳情如下: 

香港紀錄(田徑) 

年份    項目 成績 紀錄保持者

1986    跳遠 7.49米 陳家超

香港青年紀錄(田徑) 

年份    項目 成績 紀錄保持者

1983    跳遠 7.39米 陳家超

1999    鏈球 41.60米 周小雄

香港分齡紀錄(田徑) 

年份    項目 成績 紀錄保持者

2003    標槍(A2組) 700G45.98米 于子猇

2004 鉛球(A2組) 5 KG 13.95米 于子猇 

2005 (最新) 標槍(A1組) 800G 48.14米 于子猇 

 

校際田徑錦標賽紀錄(第一組) 

年份    項目 成績 紀錄保持者

1981    跳遠 7.07米 陳家超

2003 鉛球(乙組) 4 KG 14.70米 于子猇 

    

 



2005/06 校際田徑錦標賽(第一組)個人及團體成績 (*=破紀錄) 

團體成績:第六名(178分)/ 甲組:第五名(53分)/  乙組:第六名(75分)/  丙組:第六名(50分) 

甲組(一金一銀一鐵) 

項目     班別 姓名 名次 初賽成績 半準決賽成績 決賽成績

標槍    6B 于子猇 冠軍 55.28米

鉛球    6B 于子猇 亞軍 14.98米

110mH      4B 鄧啟達 殿軍 16.06秒 15.81秒 15.64秒

乙組(兩金一銀兩銅) 

項目     班別 姓名 名次 初賽成績 半準決賽成績 決賽成績

100m      4C 徐志豪 冠軍 11.14秒 11.26秒 11.20秒

200m      4C 徐志豪 冠軍 22.93秒 22.87秒 23.03秒

標槍    3D 吳國彰 亞軍 42.83米

100mH      3A 陳楚錦 季軍 15.12秒 14.79秒 14.65秒

4 X 100m 4C 徐志豪 

  3C  尹浩文

  3A  陳楚錦

  1A  

   

葉劍威

季軍 46.25秒 45.58秒

丙組(兩金一銅一鐵) 



項目     班別 姓名  名次 初賽成績 半準決賽成績 決賽成績

800m     2D 吳德和 冠軍 2分12.41秒 2分15.21秒

1500m     2D 吳德和 冠軍 *4分34.55秒 4分42.17秒

跳高    2D 黎錦提  季軍 1.57米

4X 400M 2D 吳德和  

  2D  黎錦提 

  2B  蕭漢文 

  2D  

   

鄺振榮 

殿軍 4分4.36秒 3分58.07秒

 

 

乙. 越野長跑運動 

本校學生在校際越野長跑比賽（第一組及第二組）比賽表現優異，去屆丙組奪得全場亞軍，本屆乙組奪得全場亞軍。 

 

2005-2006校際越野長跑比賽(第二組)成績 

團體獎項 乙組  團體亞軍 

   班別 學生姓名

   4A 羅炳棋

   3B 林業強

   4B 聶英傑

   2C 梁浩楠

   4C 陳家樂



   3C 黃梓晉

個人項目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乙組個人項目第十名   4A 羅炳棋

丙組個人項目第一名   2D 吳德和

 

 

丙. 游泳運動 

在本年度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三組九龍一區)中，本校游泳隊丙組獲得全場季軍，也是黃大仙區在校際游泳比賽中成績較好的男校。 

 

2005-2006 校際游泳錦標賽成績(第三組九龍一區) 

團體獎項   丙組全場季軍

個人項目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丙組200米個人四式季軍   2B 何宇軒

丙組50米自由式季軍   2B 蕭漢文

丙組100米自由式殿軍   2B 蕭漢文

丙組4X50米四式接力亞軍   2B 蕭漢文

   2B 何宇軒

   2B 馮晉生

   1D 李智彬

 

 

 



 

丁. 足球運動 

自1994年至今十二年，本校足球隊在校際足球比賽(第二及第三組)中，總共獲得十三個小組及團體獎項，去屆更加是黃大仙區在校際

足球比賽中成績最好的中學，以下是最近五年的校際足球比賽的成績。 

年份  獎項

2004-2005  校際足球比賽丙組 殿軍(第二組)

2003-2004  校際足球比賽團體 亞軍(第三組)

2003-2004  校際足球比賽丙組 冠軍(第三組)

2003-2004  校際足球比賽乙組 殿軍(第三組)

2002-2003  校際足球比賽團體 季軍(第三組)

2002-2003  校際足球比賽丙組 亞軍(第三組)

2002-2003  校際足球比賽乙組 季軍(第三組)

 

香港足球青少年隊隊員 

本校現在有四位同學是香港足球青少年隊隊員之一，分別是 

香港足球青少年隊隊員  3D 曾至孝

香港足球少年隊隊員  2B 吳嘉林

香港足球少年隊隊員  1D 劉卓軒

香港足球少年隊隊員  1D 曾健晃

 

 

戊. 賽艇運動 



在賽艇運動方面，本校學生自2004年開始表現突出，成績如下： 

香港青少年賽艇錦標賽(由中國香港賽艇協會主辦) 

年份   獎項 獲獎同學

2005-2006   亞軍-雙人雙槳(14歲以下) 2B夏豪、2B馮天逸

2004-2005   冠軍-雙人雙槳(16歲以下) 5B徐子偉、2B王家麟

2004-2005   季軍-單人(16歲以下) 5B黃敏健

2004-2005   季軍-四人單槳(16歲以下) 5B黃敏健、5B徐子偉、

2B王家麟、5C周志聰 

 

 

己. 其他球類運動的成績 

 

2005-06校際羽毛球比賽成績-男子 乙組冠軍 (第三組 九龍二區) 

班別  學生姓名

3A  馬仲然

 3A  張葦霖 

3C 何啓忠 

3D  鄒駿昇

3D  田卓奇

2C  劉浩勤

2D  黃玉麟

 



2005-06校際排球比賽成績-男子丙組亞軍 (第二組 九龍區) 

班別  學生姓名

2A  蘇子聰 

2A  吳梓豪

2A  馮健勤 

2B  吳嘉林

2D  莊竣傑 

2D  吳德和

1A   張 明 

1A  李志成 

1B  梁志強 

1C  李樹烽 

1D  劉卓軒 

1D  鄭子軒 

1D  周偉鉅 

 

 

年份  獎項

2004-2005  校際羽毛球比賽丙組殿軍(第三組九龍二區)

2003-2004  校際籃球比賽丙組殿軍(第三組九龍一區)

2003-2004  校際乒乓球比賽丙組殿軍(第二組)



2001-2002  校際羽毛球比賽丙組季軍(第三組九龍區)

1998-1999  校際乒乓球比賽丙組殿軍(第二組)

1998-1999  校際籃球比賽總季軍(第三組九龍一區)

1998-1999  校際籃球比賽甲組季軍(第三組九龍一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