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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區 比賽名稱 組別 參賽學生 成績 

20-21/5/2000 
香港 

HONG KONG 

第十三屆香港攀登公開賽 

THE 13th H.K. OPEN CLIMBING 

COMPETITION 

難度賽 

新秀組 

黎志偉 2 Men’s Novice 

蔡文浩 第 4名 

16/10/2000 
北京 

BEIJING 

第二屆亞洲青少年錦標賽‧北京中國 

2nd ASIAN YOUTH CHAMPIONSHIP, 

BEIJING, CHINA 

速度賽 

青年組 

黎志偉 1 Junior 

蔡文浩 第 4名 

26/11/2000 
馬來西亞 

MALAYSIA 

第九屆亞洲錦標賽‧吉隆坡‧馬來西亞 

9th ASIAN CHAMPIONSHOP, KUALA 

LUMPUR MALAYSIA 

速度賽 

男子組 
黎志偉 2 Men’s Novice 

1/12/2000 香港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0 

女子組 鄧玉姍 季軍 

新秀組 黎志偉 冠軍 

新秀組 蔡文浩 殿軍 

6-11/12/2000 泰國 2000 ASIAN X GAMES 
速度賽 

男子組 
黎志偉 5 Men’s Novice 

11/2/2001 香港 

第三屆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THE 3rd H.K. SPORT CLIMBING 

CHAMPIONSHIP 

難度賽 

新秀組 

黎志偉 1 Men’s Novice 

蔡文浩 第 4名 

29/3/2001 俄羅斯 
第一屆歐洲青少年盃 

1st EUROPEAN YOUTH CLUB 2001 

速度賽 

難度賽 
黎志偉 

第 10名 

第 12名 

8/4/2001 香港 

第四十四屆體育節 – 香港青少年攀登錦標賽
暨公開排名賽 

H.K. YOUTH CLIMBING CHAMPIONSHIP 

& OPEN RANKING COMPETITION 

難度賽 

公開組 

黎志偉 第 4名 

蔡文浩 第 3名 

青少年女子組 
沈冬妮 第 5名 

鄧玉姍 第 7名 

2001 香港 

S.C.M.P.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S 2000 

CERTIFICATE OF MERIT 

 黎志偉 前八名 

2001 香港 康體發展局運動員資助基金   黎志偉 入選運動員 

2001 香港 康體發展局全港體壇新星  黎志偉 入選運動員 

22/4/2001 香港 第三屆技術矮牆攀登錦標賽 公開組 黎志偉 亞軍 

22/7/2001 香港 

第十四屆香港攀登公開賽 

男子高組難度賽 

速度接力 

 黎志偉 季軍 

難度賽 蔡文浩 第 4名 

  團體冠軍 

25-27/7/2001 伊朗 第三屆亞洲青年攀岩錦標賽速度賽  
黎志偉 冠軍 

蔡文浩 第 4名 

25-27/9/2001 昆明 第一屆亞洲盃攀岩錦標賽 速度賽 黎志偉 第 11名 

30/9/2001 印尼 第十屆亞洲錦標賽 速度賽 黎志偉 第 12名 

4-7/10/2001 馬來西亞 世界攀岩巡迴賽 
速度賽 

黎志偉 
第 16名 

難度賽 第 31名 

6/1/2002 香港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2001/2002) 公開組 黎志偉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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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002 吉隆坡 Asian X games 2002 
Speed 

黎志偉 
第 8名 

Bouldering 第 16名 

5/5/2002 香港 2002年屯門傑出學生  黎志偉 傑出學生 

12/10/2002 日本富山 第十一屆亞洲錦標賽 富山 日本 速度賽男子組 黎志偉 第一名 

31/1/2003 吉隆坡 亞洲 X-game攀登總決賽 速度賽男子組 黎志偉 第二名 

23-24/8/2003 北京 第十二屆亞洲錦標賽 速度賽男子組 黎志偉 第一名 

26-27/8/2003 北京 全國錦標賽 速度賽男子組 黎志偉 亞軍 

23-24/9/2003 重慶 中國重慶國際山地越野挑戰賽  黎志偉 冠軍 

6-7/12/2003 香港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3 
公開組

(Bouldering) 
黎志偉 季軍 

27/10/2002 香港 

香港小童群益會暨賽馬會 

秀茂坪青少年綜合服務處 

兒童及青少年運動攀登比賽 

男子少年組 羅俊雄 第五名 

女子少年組 
鄧玉姍 亞軍 

沈冬妮 第五名 

兒童組 

梁栢軒 冠軍 

Mahanna 季軍 

郭俊傑 第四名 

8/3/2003 香港 五育中學廿五週年紀念校際攀石友誼聯賽 

男子青年組 蔡文浩 冠軍 

女子少年組 鄧玉姍 冠軍 

女子少年組 沈冬妮 季軍 

25/1/2004 香港 
生命歷奇顧問公司 

2004年生命歷奇 – 運動攀登難度賽 
青少年組 梁健慶 亞軍 

14/3/2004 香港 Go Nature Blundering game 2004 女子初級組 陳家慧 亞軍 

5/4/2004 香港 
Fun Club盃 2004 –  

兒童及青少年運動攀登比賽 

兒童組 陳家慧 亞軍 

男子少年組 
梁健慶 
余啟榮 

第四名 

第五名 

9/5/2004 香港 
第四十七屆體育節香港青少年運動攀錦標賽

暨公開排名賽 

女子少年組 陳家慧 季軍 

男子少年組 

梁健慶 
梁栢軒 
郭俊傑 
余啟榮 

入決賽 

29/5/2004 香港 恒友發展黃河盃攀爬挑戰賽 2004 
男子新秀組 

梁健慶 季軍 

余啟榮 殿軍 

女子新秀組 陳家慧 亞軍 

30/5/2004 香港 Go Nature Bouldering Game 2004 Summer 青少年組 梁健慶 季軍 

20/6/2004 香港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4 青少年組 

梁健慶 冠軍 

余啟榮 第五名 

郭俊傑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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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004 香港 2004聯校攀登友誼賽 
女子組 陳家慧 冠軍 

團體獎 團體 冠軍 

18/7/2004 香港 第十六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青年組 
難度賽 

梁健慶 
殿軍 

男子青年組 
速度賽 

冠軍 

女子少年組 
難度賽 

陳家慧 
冠軍 

女子少年組 
速度賽 

冠軍 

男子少年組 
難度賽 

梁栢軒 
亞軍 

男子少年組 
速度賽 

冠軍 

男子青年組 
難度賽 

余啟榮 冠軍 

女子少年組 
難度賽 

王詠薇 亞軍 

22/8/04 香港 90 Nature Bouldering game 2004 Summer II 青少年組 梁健慶 亞軍 

27/11/2004 香港 黃河盃挑戰賽 2004 男子新秀組 
梁健慶 季軍 

余啟榮 亞軍 

11-12/12/2004 香港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4(技術矮牆) 男子青少年組 梁健慶 冠軍 

9/1/2005 香港 凌石攀登錦標賽 2005 

男子青少年組 
梁栢軒 冠軍 

郭俊傑 季軍 

女子青少年組 陳家慧 亞軍 

體驗組 梁健慶 冠軍 

27/2/2005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運動攀登挑戰賽 

男子組(16-18) 梁健慶 冠軍 

女子組(12-15) 陳家慧 亞軍 

男子組(12-15) 梁栢軒 季軍 

男子組(12-15) 余啟榮 殿軍 

20/3/2005 香港 香港技術矮牆錦標賽 2005 

女子青少年組 陳家慧 冠軍 

女子青少年組 王詠薇 亞軍 

女子青少年組 朱名楓 殿軍 

男子公開組 梁健慶 第五名 

男子青少年組 梁栢軒 第五名 

1/4/2005 香港 黃河盃攀爬挑戰賽(春季)2005 

女子挑戰組 陳家慧 冠軍 

女子新秀組 朱名楓 冠軍 

男子挑戰組 梁栢軒 季軍 

女子挑戰組 王詠薇 季軍 

3/4/2005 香港 YMCA新秀運動攀登比賽 2005 男子青少年組 Mahaan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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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005 香港 
第四十八屆體育節 – 香港青少年運動攀登錦

標賽暨公開排名賽 

男子青年組 梁健慶 季軍 

女子少年組 陳家慧 冠軍 

8/5/2005 香港 Go Nature Bouldering Games 2005 Spring 青少年組 
梁健慶 亞軍 

梁栢軒 殿軍 

19/6/2005 香港 凌石攀登錦標賽夏季賽 女子體驗組 陳家慧 季軍 

3/7/2005 香港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秀茂坪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FUN CLUB盃 2005 

男子青少年組 
郭俊傑 亞軍 

梁栢軒 季軍 

女子青少年組 

王詠薇 亞軍 

陳嘉慧 季軍 

朱明楓 殿軍 

9/7/2005 香港 2005聯校攀登友誼賽 

男子組 
郭俊傑 冠軍 

梁栢軒 殿軍 

女子組 
王詠薇 冠軍 

朱名楓 亞軍 

17/7/2005 香港 第 17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女子少年組 陳嘉慧 亞軍 

男子少年組 郭俊傑 季軍 

23/7/2005 香港 黃河盃攀爬挑戰賽 2005 
男子挑戰組 郭俊傑 亞軍 

女子挑戰組 王詠薇 季軍 

27/10/2005 香港 TEEN才 TEEN地 – 青少年才能嘉許計劃  

郭俊傑 均衡發展獎 

陳嘉慧 均衡發展獎 

梁栢軒 長情獎 

王詠薇 全程投入獎 

17/12/2005 香港 黃河盃攀爬挑戰賽 2005─冬季抱石賽 

男子新秀組 梁栢軒 亞軍 

女子新秀組 朱明楓 亞軍/總冠軍 

女子挑戰組 陳家慧 冠軍 

8/1/2006 香港 
Go Nature Bouldering Gym Grand  

Opening Competition 
男子青年組 

梁栢軒 亞軍 

郭俊傑 殿軍 

12/2/2006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運動攀登挑戰賽 2006 

男子 12-15歲 
郭俊傑 季軍 

梁栢軒 殿軍 

女子 12-15歲 
梁詠薇 亞軍 

陳嘉慧 殿軍 

25-26/3/2006 香港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05/06 

男子組 
梁栢軒 第九名 

郭俊傑 第七名 

女子組 
陳家慧 第五名 

王詠薇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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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006 香港 
第四十九屆體育節 – 香港青少年運動攀登錦

標賽暨公開排名賽 

男子少年組 
郭俊傑 第六名 

梁栢軒 第四名 

女子少年組 
梁詠薇 第五名 

陳嘉慧 第六名 

2/7/2006 香港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秀茂坪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Fun Club盃 2006 

男子青年組 郭俊傑 亞軍 

女子少年組 
陳安琪 第四名 

梁姬雪 第五名 

9/7/2006 香港 YMCA室內攀石場學界運動攀登邀請賽 2006 

 

梁頌康 

梁姬雪 

周建樂 

歐陽文彥 

陳安琪 

團體總冠軍 

女子少年組 梁姬雪 冠軍 

男子少年組 周建樂 亞軍 

21/7/2006 香港 黃河盃攀爬挑戰賽 2006(夏季) 女子新秀組 
王詠薇 亞軍 

梁姬雪 季軍 

14/10/2006 香港 黃河盃攀爬挑戰賽 2006(秋季) 

女子新秀組 陳安琪 冠軍 

男子新秀組 
歐陽文彥 亞軍 

梁頌康 季軍 

19/11/2006 香港    第十八屆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6 
男子新秀組 郭俊傑 冠軍 

女子新秀組 陳家慧 殿軍 

21/1/2007 香港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攀登挑戰賽 2007 男子公開組 郭俊傑 第五名 

10/3/2007 香港 黃河盃攀爬挑戰賽 2007春季速度賽 男子新秀組 
歐陽文彥 季軍 

郭俊傑 殿軍 

1/4/2007 香港 
中銀香港第五十屆體育節 – 香港青少年運動

攀登錦標賽暨公開排名賽 
女子少年組 梁姬雪 殿軍 

1/5/2007 香港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學界運動攀登邀請賽 2007 

男子青年組 梁頌康 冠軍 

男子青年組 歐陽文彥 季軍 

女子青年組 陳安琪 殿軍 

9/12/2007 香港 第五屆黃河盃攀爬挑戰賽(冬季) 女子新秀組 梁姬雪 亞軍 

12/12/2007 香港 第十九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女子少年組 梁姬雪 季軍 

24/2/2008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運動攀登挑戰賽 2008 

男子 14-15歲 伍德健 冠軍 

男子 16-18歲 梁頌康 殿軍 

男子 12-13歲 歐智峰 季軍 

女子 14-15歲 梁姬雪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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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008 香港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8 女子少年組 梁婉雯 亞軍 

30/3/2008 香港 香港青少年運動攀登(難度)錦標賽 2008 
女子少年組 梁婉雯 亞軍 

男子少年組 伍德健 亞軍 

8/6/2008 香港 中銀香港第五十一屆體育節公開排名賽 

男子少年 A組 梁頌康 亞軍 

男子少年 B組 伍德健 亞軍 

男子少年 C組 歐智鋒 季軍 

7/12/2008 香港 2008第二十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錦標賽 
男子少年 B組 伍德健 冠軍 

男子少年 C組 歐智鋒 亞軍 

15/12/2008 北京 全國首屆青年攀岩錦標賽 

難度賽 
伍德健 

亞軍 
歐智鋒 

拓石賽 伍德健 亞軍 

速度賽 
伍德健 第六名 

歐智鋒 季軍 

4/1/2009 香港 全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難度賽 
伍德健 冠軍 

郭仲衡 亞軍 

男子接力 伍德健 亞軍 

男女混合 伍德健 亞軍 

8/2/2009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運動攀登挑戰賽 2009 

12-13歲 歐智鋒 亞軍 

14-15歲 郭仲衡 季軍 

16-17歲 伍德健 亞軍 

團體總冠軍 

1/3/2009 香港 第七屆黃何盃運動攀登賽 
新秀組 歐智鋒 冠軍 

公開挑戰組 伍德健 亞軍 

14/3/2009 香港 2009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男子少年 B組 郭仲衡 亞軍 

男子少年 C組 歐智鋒 冠軍 

15/3/2009 香港 香港青年運動攀登錦標賽(難度賽) 男子少年組 郭仲衡 亞軍 

5/4/2009 香港 
中銀香港第五十二屆體育節 – 香港青少年運

動攀登錦標賽暨公開排名賽 

男子少年 A組 伍德健 冠軍 

男子少年 B組 歐智鋒 冠軍 

26/4/2009 香港 包山嘉年華 2009攀包山挑戰賽 青少年組 郭仲衡 冠軍 

10/5/2009 澳門 2009澳門運動攀登賽 男子公開組 伍德健 冠軍 

20/7/2009 香港 香港小童群益會攀登運動 FUN CLUB盃 2009 11-17歲組 郭仲衡 亞軍 

13-15/8/2009 法國 
2009-2010 France Youth Rock Climbing 

Competition 
青年組 伍德健 第 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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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009 香港 第七屆黃何盃攀岩速度賽 男子挑戰組 伍德健 冠軍 

1/11/2009 香港 第 21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青少年 

A組 
伍德健 冠軍 

男子青少年 

B組 
郭仲衡 冠軍 

15/11/2009 香港 第七屆黃何盃攀岩抱石賽 青年新秀組 郭仲衡 季軍 

12/12/2009 廣州 第二屆廣州巿攀岩錦標賽 2009 

少年 A組 

難度賽 
郭仲衡 季軍 

少年 A組 

速度賽 
郭仲衡 亞軍 

7/2/2010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運動攀登挑戰 2010 
16-18歲 伍德健 冠軍 

14-15歲 歐智鋒 季軍 

14/3/2010 香港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10 
男子少年 A組 

伍德健 冠軍 

郭仲衡 季軍 

男子少年 B組 歐智鋒 冠軍 

25/4/2010 香港 
中銀香港第五十三屆體育節─香港青少年運

動攀登錦標賽暨公開排名賽 

男子公開組 伍德健 殿軍 

男子少年 A組 郭仲衡 冠軍 

男子少年 B組 歐智峰 冠軍 

16/5/2010 香港 包山嘉年華 2010攀包山同樂攀包山挑戰賽 男子青少年組 郭仲衡 冠軍 

4/7/2010 澳門 第八屆黃何盃攀岩先鋒賽 2010 
新秀組 郭仲衡 季軍 

青年組 伍德健 冠軍 

5/12/2010 香港 第 22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少年 B組 歐智峰 季軍 

29/12/2010 北京 2010年第三屆全國青少年攀岩錦標賽 

男子少年 B組
難度賽 

歐智峰 季軍 

男子少年 B組
速度賽 

歐智峰 季軍 

男子少年 B組
抱石賽 

歐智峰 季軍 

13/2/2011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2011運動攀登挑戰賽 16-18歲 歐智峰 冠軍 

13/3/2011 香港 第九屆黃何盃攀岩先鋒賽 2011 
男子挑戰組 

難度賽 
郭仲衡 季軍 

10/4/2011 香港 
中銀香港第五十四屆體育節─香港青少年 

運動攀登錦標賽暨公開排名賽 
男子少年 A組 

歐智峰 冠軍 

郭仲衡 殿軍 

1/5/2011 香港 包山嘉年華 2011攀包山挑戰賽 青少年組 郭仲衡 冠軍 

6/11/2011 香港 第二十三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少年 A組 歐智峰 冠軍 

12/2/2012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2012運動攀登挑戰賽 16-18歲 歐智峰 冠軍 

18/3/2012 香港 香港抱石錦標賽 2012 

男子少年組 歐智峰 亞軍 

女子少年組 鄭芝敏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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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012 香港 升「呢」比拼攀登比賽 2012 男子青年組 歐智鋒 冠軍 

11/8/2012 中國蘇州 2012年第五屆全國青年攀岩錦標賽 

少年 A組 

速度賽 
歐智鋒 季軍 

少年 A組 

攀岩賽 
歐智鋒 亞軍 

19/8/2012 香港 第十屆黃何盃攀岩先鋒賽 男子挑戰組 歐智鋒 冠軍 

17/2/2013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2013運動攀登挑戰賽 男子 16-18歲 歐智峰 亞軍 

20/4/2013 香港 香港抱石錦標賽 2013 男子青年組 張梓恒 季軍 

8/12/2013 香港 
「Y﹗躍動計劃」2013才能競技賽 

運動攀登速度賽 

男子少年組 譚浩然 冠軍 

男子挑戰賽 

公開組 
劉澄鋒 季軍 

8/12/2013 香港 第 25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公開組 歐智鋒 季軍 

20/12/2014 香港 屯門區攀石比賽暨家庭運動會 

男子高級組 劉澄鋒 冠軍 

男子初級組 黃卓楠 冠軍 

男子初級組 何卓恒 季軍 

12/12/2015 香港 仁愛「童」心運動會暨屯門區攀石比賽 

高小組 李芷喬 季軍 

青少年初級組 何卓恆 亞軍 

青少年初級組 黃卓楠 冠軍 

青少年高級組 劉澄鋒 冠軍 

23/1/2016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2016運動攀登比賽 男子 14-15歲 黃卓楠 季軍 

29/5/2016 香港 
第 59屆體育節香港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暨

公開排名賽 

女子青年組 明凱琳 亞軍 

男子青少組 
黃卓楠 亞軍 

劉澄鋒 殿軍 

3/7/2016 香港 第十四屆黄何盃攀岩先鋒賽 男子青年組 黃卓楠 冠軍 

10/10/2016 香港 
2016 KAILAS全國攀岩希望之星暨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抱石比賽 
U16男子組 黃卓楠 亞軍 

6/11/2016 香港 第十四屆黃何盃挑戰賽 – 抱石賽 男子青年組 黃卓楠 
冠軍 

全年總冠軍 

20/11/2016 香港 
2016 KAILAS全國攀岩希望之星暨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抱石比賽 
U16男子組 黃卓楠 冠軍 

3/12/2016 香港 第七屆運動攀登難度賽 

女子青少年組 郭倩盈 亞軍 

女子青少年組 明凱琳 季軍 

男子青少年組 黃卓楠 冠軍 

4/12/2016 香港 第 28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青年組 黃卓楠 冠軍 

7-8/1/2017 香港 KAILAS x JUST CLIMB香港攀石賽 2017 男子青年組 
黃卓楠 冠軍 

劉澄鋒 殿軍 

25/2/2017 香港 全港中小學生抱石賽 2017 U18男子組 黃卓楠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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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017 香港 第十五屆黃何盃攀爬挑戰賽 男子挑戰組 黃卓楠 亞軍 

22-24/9/2017 中國河北 2017第十屆全國青年攀岩錦標賽 

男子少年組 

難度賽 
黃卓楠 第八名 

男子少年組 

抱石賽 
黃卓楠 第八名 

5/11/2017 香港 
2017KAILAS CHILDREN & YOUTH 

BUILDER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U17 黃卓楠 冠軍 

20/1/2018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2018運動攀登比賽 男子 16-18歲組 黃卓楠 冠軍 

2/12/2018 香港 香港青少年運動攀登公開賽 2018 男子少年 A組 黃卓楠 冠軍 

6/1/2019 香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2019運動攀登比賽 男子組 16-18歲 黃卓楠 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