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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五屆亞洲定向越野錦標賽 – 台灣嘉義 

成績超卓 表現突出 
 
 
香港定向代表隊於 2016 年第五屆亞洲定向越野錦標賽中，不負眾望，取得佳績；一眾運動員於

四天的比賽中，勇奪 26 金、30 銀、17 銅，合共 73 面獎牌！ 
 
以下是各得獎運動員列表： 
 
2016 年 7 月 28 日 – 短距離賽 – 嘉義公園 
 
男子精英組   亞軍 余梓維; 第五名 葉澤麟 
女子精英組   第四名 呂慧蘭; 第五名 梁嘉琪 
女子青年精英組  第五名 陳巧華 
 
男子 14 歲組   冠軍 陳俊希; 亞軍 梁仲緯; 第六名 林卓希 
女子 14 歲組   亞軍 朱映柔; 季軍 王以山; 第四名 馮蔚晴; 第五名 虞惟雅 
男子 16 歲組   雙冠軍 朱祐民、王卓弘; 第四名 黃梓臻 
女子 16 歲組   亞軍 梁熙彤 
男子 18 歲組   冠軍 余梓丰; 亞軍 蕭哲晞; 第五名 李雋皓 
女子 18 歲組   第五名 曾曉如 
女子成年組    季軍 鄭宛琦; 第四名 梁嘉雯 
男子 35 歲組   冠軍 蔡國偉; 亞軍 鄭旭東 
男子 40 歲組   冠軍 鄭炳權 
男子 45 歲組   亞軍 張鏡佳 
男子 50 歲組   季軍 黃志然 
女子 50 歲組   亞軍 張麗娟 
男子 55 歲組   冠軍 楊偉賢; 第四名 梁林 
女子 55 歲組   冠軍 黃惠貞 
男子 60 歲組   季軍 李文威 
女子 60 歲組   冠軍 黃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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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9 日 – 中距離賽 – 新化林場 
 
男子精英組    第四名 余梓維 
女子精英組    季軍 馮啟穎; 第四名 呂慧蘭; 第五名 余穎曦 
女子青年精英組  第五名 林楚茹 
 
男子 14 歲組    亞軍 陳俊希; 第六名 梁仲緯 
女子 14 歲組    冠軍 朱映柔; 第五名 王以山 
男子 16 歲組   冠軍 朱祐民; 季軍 黃梓臻; 第四名 王卓弘 
女子 16 歲組   亞軍 梁熙彤 
男子 18 歲組    冠軍 余梓丰; 季軍 蕭哲晞; 第四名 李雋皓; 第五名 吳崇澤 
女子 18 歲組    第五名 羅凱怡 
男子成年組    第四名 陳天望 
女子成年組    亞軍 鄭宛琦; 第四名 梁嘉雯 
男子 35 歲組    冠軍 鄭旭東; 亞軍 蔡國偉 
男子 40 歲組    亞軍 鄭炳權 
男子 45 歲組    亞軍 張鏡佳; 第六名 王文華 
女子 50 歲組    亞軍 張麗娟 
男子 55 歲組    季軍 楊偉賢; 第五名 梁林; 第六名 高文峰 
女子 55 歲組    冠軍 黃惠貞 
男子 60 歲組    亞軍 李文威 
女子 60 歲組    冠軍 黃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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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31 日 – 接力賽 – 走馬瀨農場 
 
男子精英組    亞軍 香港 - 葉澤麟、李健威、余梓維 
女子精英組    亞軍 香港 - 余穎曦、馮啟穎、呂慧蘭 
女子青年精英組  亞軍 香港 - 林楚茹、余思穎、陳巧華 
 
2016 年 7 月 31 日 – 中距離賽二 – 走馬瀨農場 
 
男子 14 歲組    冠軍 梁仲緯; 第四名 陳俊希 
女子 14 歲組    冠軍 王以山; 亞軍 朱映柔; 第五名 虞惟雅; 第六名 馮蔚晴 
男子 16 歲組    亞軍 朱祐民; 季軍 王卓弘; 第四名 蕭哲謙 
女子 16 歲組   冠軍 梁熙彤 
男子 18 歲組    第四名 李雋皓; 第五名 吳崇澤; 第六名 余梓丰 
女子 18 歲組    季軍 曾曉如; 第五名 羅凱怡 
女子成年組    亞軍 鄭宛琦; 第五名 梁嘉雯 
男子 35 歲組    冠軍 蔡國偉; 亞軍 鄭旭東 
男子 40 歲組    第四名 鄭炳權 
男子 45 歲組    亞軍 王文華; 第五名 張鏡佳 
男子 50 歲組    第六名 黃志然 
女子 50 歲組    亞軍 張麗娟 
男子 55 歲組    亞軍 楊偉賢; 第六名 梁林 
女子 55 歲組    冠軍 黃惠貞 
女子 60 歲組    冠軍 黃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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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1 日 – 短距離接力賽 – 嘉義大學 
 
精英組     亞軍 香港 - 呂慧蘭、葉澤麟、余梓維、余穎曦 
青年精英組    季軍 香港 - 余思穎、虞唯庸、林楚茹、陳巧華 
 
2016 年 8 月 1 日 – 短距離賽二 – 嘉義大學 
 
男子 14 歲組    冠軍 陳俊希; 第五名 梁仲緯 
女子 14 歲組   亞軍 王以山 
男子 16 歲組    第四名 朱祐民; 第六名 王卓弘 
女子 16 歲組    亞軍 梁熙彤 
男子 18 歲組    季軍 吳崇澤; 第四名 李雋皓; 第六名 蕭哲謙 
女子成年組    季軍 梁嘉雯; 第五名 鄭宛琦 
男子 35 歲組    亞軍 蔡國偉; 季軍 鄭旭東 
男子 40 歲組    冠軍 鄭炳權 
男子 45 歲組    季軍 張鏡佳 
男子 50 歲組    第四名 黃志然 
女子 50 歲組    冠軍 張麗娟 
男子 55 歲組    季軍 楊偉賢; 第五名 梁林 
女子 55 歲組    冠軍 黃惠貞 
男子 60 歲組    季軍 李文威 
女子 60 歲組    冠軍 黃玉卿 
 
 
總會再次恭賀以上得獎的運動員，並希望各隊員繼續締造佳績。 
 
香港定向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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