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排名 號碼布 性別 組別 姓名 屬會 成績

1 9222 女 女公開 吳楊楊 BE-1 1:28:43

2 9221 女 女公開 王珊珊 BE-1 1:29:55

3 9239 女 女公開 謝倩微 個人 1:37:09

4 9263 女 女公開 麥凱程 越野百人 1:38:15

5 9220 女 女公開 程韻瑜 BE-1 1:40:13

6 9260 女 女公開 梁倩影 越野百人 1:40:23

7 9212 女 女公開 鍾春平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43:44

8 9264 女 女公開 黃綺華 越野百人 1:44:16

9 9276 女 女公開 彭師梅 個人 1:44:34

10 9203 女 女公開 黃春梅 風雷 1:45:05

11 9271 女 女公開 李楚盈 世紀 1:45:35

12 9270 女 女公開 吳婉欣 世紀 1:46:05

13 9265 女 女公開 謝玉婷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0:04

14 9215 女 女公開 蔡琳朗 個人 1:51:54

15 9267 女 女公開 陳幗英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2:20

16 9246 女 女公開 陳穎琳 個人 1:52:56

17 9211 女 女公開 方惠娟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54:14

18 9253 女 女公開 關蘭香 魂跑團 1:55:45

19 9207 女 女公開 朱婉蕊 風雷 1:57:12

20 9233 女 女公開 陳建萍 馬拉松推廣會 1:58:34

21 9266 女 女公開 申地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8:56

22 9252 女 女公開 MAROUES E SOUSA MICAELA SUSANA魂跑團 1:59:01

23 9279 女 女公開 李婉珊 個人 1:59:37

24 9240 女 女公開 蕭曉華 個人 2:02:13

25 9237 女 女公開 姚彥至 個人 2:02:19

26 9243 女 女公開 黃嘉欣 RUN PLUS 2:02:25

27 9236 女 女公開 黃鄴亭 馬拉松推廣會 2:03:52

28 9208 女 女公開 楊雅玉 風雷 2:05:51

29 9277 女 女公開 卓小琪 個人 2:05:53

30 9242 女 女公開 楊啟欣 澳門風跑團 2:07:15

31 9210 女 女公開 陸見方 風雷 2:07:32

32 9241 女 女公開 關昕琴 田徑之友 2:09:19

33 9204 女 女公開 趙繼瑾 風雷 2:09:44

34 9245 女 女公開 柯藺娟 個人 2:11:33

35 9278 女 女公開 廖曉琴 個人 2:15:55

36 9244 女 女公開 關穎熙 RUN PLUS 2:15:58

37 9280 女 女公開 吳梅端 個人 2:16:28

38 9281 女 女公開 陳佳 個人 2:19:36

39 9226 女 女公開 陳淑營 特奧力量 2:20:24

40 9272 女 女公開 譚嘉敏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2:24:28

41 9231 女 女公開 羅嘉儀 三鋒 2:25:39

42 9223 女 女公開 施綺雯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2:25:44

43 9282 女 女公開 DE LA CRUZ LORY ANN PAMA個人 2:35:23

44 9249 女 女公開 高嘉炫 個人 2:36:18

9217 女 女公開 李妙連 風雷

9209 女 女公開 NUNES SNEHAC DIAGO風雷

9214 女 女公開 蔡雅停 個人

9269 女 女公開 陳鳳嬋 彩虹馬拉松團

9202 女 女公開 陳惠美 泰山

9229 女 女公開 陳珈旻 松山晚運之友會

9268 女 女公開 陳嘉莉 彩虹馬拉松團

9273 女 女公開 方玉華 凌鋒

9225 女 女公開 馮穎晴 個人

9251 女 女公開 古詩敏 魂跑團

9235 女 女公開 何敏霖 馬拉松推廣會



9218 女 女公開 賀利華 風雷

9227 女 女公開 許嘉禧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256 女 女公開 許曉嵐 兩海

9274 女 女公開 黃敏芬 路環四廟

9275 女 女公開 黃佩儀 高得利

9234 女 女公開 霍曉楓 馬拉松推廣會

9232 女 女公開 李寶儀 三鋒

9230 女 女公開 李嘉恬 松山晚運之友會

9261 女 女公開 李瑞欣 越野百人

9219 女 女公開 梁嘉雯 BE-1

9254 女 女公開 梁馨尤 魂跑團

9258 女 女公開 劉美儀 中銀體協

9248 女 女公開 劉雅玲 個人

9205 女 女公開 陸詩朗 風雷

9213 女 女公開 譚靖瑤 個人

9216 女 女公開 譚思蕾 風雷

9250 女 女公開 吳婉妮 魂跑團

9255 女 女公開 吳伊敏 魂跑團

9224 女 女公開 伍詠兒 長跑聯盟

9201 女 女公開 蕭煖晶 綠川

9259 女 女公開 蕭詠詩 中銀體協

9228 女 女公開 謝慧霞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262 女 女公開 謝佩琪 越野百人

9257 女 女公開 嚴佳兒 中銀體協

9206 女 女公開 張寶琳 風雷

9238 女 女公開 張艷華 個人

9247 女 女公開 周穎琪 愛跑聯盟

1 8003 女 女少乙 林泳妍 鏡平中學 0:19:11

2 8001 女 女少乙 梅綺琪 澳門空手道澳武館 0:19:19

3 8005 女 女少乙 林嘉泳 鏡平中學 0:20:10

4 8004 女 女少乙 許曉晴 鏡平中學 0:20:26

5 8006 女 女少乙 陳茵蓉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0:21:09

6 8013 女 女少乙 梁詠瑤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0:21:17

7 8015 女 女少乙 梁家維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0:21:40

8 8017 女 女少乙 劉俊瀅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0:22:46

9 8021 女 女少乙 崔滈桐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0:23:20

10 8019 女 女少乙 羅靄華 越野百人 0:23:41

11 8012 女 女少乙 曾穎兒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0:24:19

12 8020 女 女少乙 楊欣桐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0:25:09

13 8010 女 女少乙 趙嘉晴 世紀 0:25:17

14 8014 女 女少乙 李穎琪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0:25:55

15 8016 女 女少乙 黃鈺淇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0:28:11

16 8011 女 女少乙 余佩琳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0:28:26

8009 女 女少乙 江芷慧 培道中學

8007 女 女少乙 梁洛兒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8018 女 女少乙 梁藝晴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8008 女 女少乙 林珺璇 蔡高中學

8002 女 女少乙 梅綺婷 澳門空手道澳武館

1 8505 女 女少甲 梁彩瑤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0:19:40

2 8503 女 女少甲 梁鳯如 浸信中學 0:20:11

3 8509 女 女少甲 林湘柔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0:20:15

4 8501 女 女少甲 Maria Colette Choi Lei 個人 0:21:25

5 8508 女 女少甲 許嘉莉 世紀 0:21:55

6 8502 女 女少甲 鍾卓穎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0:22:20

7 8504 女 女少甲 李嘉汶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0:22:38

8 8511 女 女少甲 歐陽綺聰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0:22:43

9 8510 女 女少甲 林傲淇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0:24:01



8506 女 女少甲 陳芷瑤 熊貓體育會

8507 女 女少甲 高穎萱 熊貓體育會

1 9746 女 女先進一 陳桂香 澳門跑友會 1:40:13

2 9771 女 女先進一 黃雪紅 鴻威文娛體育會 1:45:42

3 9724 女 女先進一 方翠華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47:53

4 9716 女 女先進一 董瑞英 風雷 1:47:55

5 9759 女 女先進一 DA ASCENCAO JOAQUIM SANDRA MARIA三鋒 1:48:07

6 9782 女 女先進一 林淑秋 個人 1:50:26

7 9723 女 女先進一 傅崗明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51:45

8 9727 女 女先進一 羅美森 個人 1:55:18

9 9729 女 女先進一 羅麗萍 個人 1:55:33

10 9785 女 女先進一 鄧惠玲 中銀體協 1:55:57

11 9744 女 女先進一 許淑群 RUN PLUS 1:59:14

12 9773 女 女先進一 葉少媚 RUN PLUS 2:00:44

13 9792 女 女先進一 陳可欣 文根 2:04:37

14 9784 女 女先進一 蘇欣欣 中銀體協 2:05:14

15 9715 女 女先進一 何雪艷 風雷 2:05:37

16 9800 女 女先進一 何麗妍 朋友文娛體育會 2:08:04

17 9765 女 女先進一 郭梅紅 馬拉松推廣會 2:09:59

18 9763 女 女先進一 余寶珠 馬拉松推廣會 2:13:08

19 9739 女 女先進一 曾然珍 泥馬體育會 2:14:47

20 9719 女 女先進一 李小龍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16:14

21 9803 女 女先進一 徐潔瑩 彩虹馬拉松團 2:16:46

22 9793 女 女先進一 樊苑庭 朋友文娛體育會 2:18:10

23 9790 女 女先進一 ISABELA CRISTINA DA COSTA GIGA DO ROSARIO越野百人 2:19:09

24 9768 女 女先進一 陳美儀 馬拉松推廣會 2:21:51

25 9789 女 女先進一 李丹 越野百人 2:23:34

26 9728 女 女先進一 周志妙 個人 2:25:39

27 9702 女 女先進一 陳超英 風雷 2:26:20

28 9775 女 女先進一 唐向賢 個人 2:26:28

29 9781 女 女先進一 林小庄 個人 2:26:38

30 9788 女 女先進一 WINNIE WONG 越野百人 2:26:57

31 9713 女 女先進一 何秀芬 風雷 2:28:54

32 9721 女 女先進一 王世平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29:16

33 9766 女 女先進一 陳慧茵 馬拉松推廣會 2:29:33

34 9709 女 女先進一 劉彩雲 風雷 2:35:11

35 9726 女 女先進一 吳秀芬 個人 2:44:49

36 9805 女 女先進一 羅惠妍 個人 2:46:49

9798 女 女先進一 蘇小恩 朋友文娛體育會

9791 女 女先進一 ANA ISABEL BAPTISTA SOARES TELO MEXIA越野百人

9753 女 女先進一 TAM HIO WA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69 女 女先進一 蔡彩紅 馬拉松推廣會

9743 女 女先進一 曾立欣 長跑聯盟

9754 女 女先進一 陳寶兒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35 女 女先進一 陳碧珊 個人

9748 女 女先進一 陳格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20 女 女先進一 陳金彩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9731 女 女先進一 陳佩珊 風雷

9707 女 女先進一 陳群好 風雷

9708 女 女先進一 陳群英 風雷

9762 女 女先進一 陳紫鳳 馬拉松推廣會

9796 女 女先進一 戴秀蓉 朋友文娛體育會

9717 女 女先進一 董瑞容 風雷

9712 女 女先進一 杜彬彬 風雷

9794 女 女先進一 方淑華 朋友文娛體育會

9722 女 女先進一 甘銀芝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9761 女 女先進一 高倩儀 馬拉松推廣會



9734 女 女先進一 郭少芬 BE-1

9749 女 女先進一 郭婉雯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51 女 女先進一 何嘉敏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86 女 女先進一 何穎賢 越野百人

9767 女 女先進一 黃麗玲 馬拉松推廣會

9764 女 女先進一 黃連芳 馬拉松推廣會

9783 女 女先進一 黃美琪 個人

9795 女 女先進一 紀曉文 朋友文娛體育會

9736 女 女先進一 李佩儀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9804 女 女先進一 梁健婷 風雷

9752 女 女先進一 梁健妍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60 女 女先進一 梁麗斯 馬拉松推廣會

9725 女 女先進一 梁慕潔 個人

9742 女 女先進一 林德華 熊貓體育會

9776 女 女先進一 林美嫦 風雷

9747 女 女先進一 林美玲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74 女 女先進一 林慶玲 愛跑聯盟

9756 女 女先進一 劉珮茜 松山晚運之友會

9701 女 女先進一 劉雪儀 個人

9777 女 女先進一 盧桂春 魂跑團

9704 女 女先進一 盧詩婉 風雷

9787 女 女先進一 盧燕希 越野百人

9801 女 女先進一 羅影霞 彩虹馬拉松團

9778 女 女先進一 馬少麗 魂跑團

9732 女 女先進一 麥潤喜 風雷

9711 女 女先進一 歐陽美慧 風雷

9710 女 女先進一 歐陽美珊 風雷

9706 女 女先進一 彭詠恩 風雷

9770 女 女先進一 瞿汝萍 個人

9714 女 女先進一 蘇配芝 風雷

9758 女 女先進一 王曉棠 松山晚運之友會

9745 女 女先進一 王學燕 澳門跑友會

9757 女 女先進一 王雅芬 松山晚運之友會

9755 女 女先進一 溫美婷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05 女 女先進一 吳鳳蓮 風雷

9779 女 女先進一 伍智敏 魂跑團

9750 女 女先進一 嚴敏姬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703 女 女先進一 楊美娜 風雷

9738 女 女先進一 楊水木 泥馬體育會

9737 女 女先進一 尤芳萍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9780 女 女先進一 余家俐 魂跑團

9797 女 女先進一 張海儀 朋友文娛體育會

9730 女 女先進一 張家莉 風雷

9741 女 女先進一 張志丹 泥馬體育會

9740 女 女先進一 張志卿 泥馬體育會

9718 女 女先進一 趙聰芝 個人

9733 女 女先進一 趙穎思 個人

9802 女 女先進一 鄭淑慶 彩虹馬拉松團

9772 女 女先進一 鄭心怡 澳門風跑團

9799 女 女先進一 鄭瑗珩 朋友文娛體育會

1 9919 女 女先進二 徐建紅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49:33

2 9918 女 女先進二 梁文英 個人 1:50:48

3 9930 女 女先進二 羅玉萍 凌鋒 1:52:30

4 9903 女 女先進二 老如意 個人 1:59:09

5 9927 女 女先進二 黃少容 熊貓體育會 2:01:56

6 9929 女 女先進二 林惠琼 熊貓體育會 2:02:58

7 9941 女 女先進二 周少慈 馬拉松推廣會 2:08:32



8 9923 女 女先進二 鄭艷芬 個人 2:11:52

9 9926 女 女先進二 鄭秀媚 泥馬體育會 2:14:13

10 9938 女 女先進二 陳淑萍 馬拉松推廣會 2:17:32

11 9915 女 女先進二 區仲寶 風雷 2:21:37

12 9906 女 女先進二 陳何漢玉 風雷 2:25:09

13 9940 女 女先進二 劉林桂珠 馬拉松推廣會 2:32:33

14 9913 女 女先進二 溫愛儀 風雷 2:33:47

15 9937 女 女先進二 黃玉眉 馬拉松推廣會 2:34:46

9951 女 女先進二 簡燕萍 彩虹馬拉松團

9934 女 女先進二 麥惠梅 松山晚運之友會

9909 女 女先進二 石煥珍 風雷

9921 女 女先進二 GIANNA MCNAB 個人

9953 女 女先進二 HILL LINNA NIATI 個人

9952 女 女先進二 陳麗嫻 彩虹馬拉松團

9949 女 女先進二 陳慕芬 彩虹馬拉松團

9945 女 女先進二 方淑儀 朋友文娛體育會

9904 女 女先進二 馮夢詩 個人

9947 女 女先進二 傅麗嫦 朋友文娛體育會

9911 女 女先進二 傅麗明 風雷

9912 女 女先進二 傅麗霞 風雷

9936 女 女先進二 關美蓮 三鋒

9925 女 女先進二 黃佩雲 個人

9901 女 女先進二 李潔珍 長城

9916 女 女先進二 李智慧 風雷

9920 女 女先進二 梁連珍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9914 女 女先進二 林鳳儀 風雷

9924 女 女先進二 林美琼 個人

9922 女 女先進二 陸炎崧 個人

9928 女 女先進二 潘少娟 熊貓體育會

9908 女 女先進二 彭貴珍 風雷

9946 女 女先進二 戚鳳好 朋友文娛體育會

9932 女 女先進二 宋敏莉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939 女 女先進二 蘇雪影 馬拉松推廣會

9902 女 女先進二 譚慧儀 合利

9944 女 女先進二 田麗琼 朋友文娛體育會

9931 女 女先進二 伍嘉達 澳門跑友會

9910 女 女先進二 徐少玲 風雷

9933 女 女先進二 易慧賢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948 女 女先進二 張佩蓮 朋友文娛體育會

9907 女 女先進二 張昭雯 風雷

9935 女 女先進二 趙秀麗 松山晚運之友會

9905 女 女先進二 鄭蓮好 風雷

9917 女 女先進二 鍾燕萍 風雷

9943 女 女先進二 鐘健芬 朋友文娛體育會

9950 女 女先進二 周德儀 彩虹馬拉松團

9942 女 女先進二 周桂芳 個人

1 9536 女 女壯年 許忠煌 泥馬體育會 1:34:00

2 9592 女 女壯年 趙彤彤 魂跑團 1:35:33

3 9610 女 女壯年 鄧美瑩 朋友文娛體育會 1:41:24

4 9605 女 女壯年 陳錦平 越野百人 1:44:41

5 9616 女 女壯年 黃碧芬 朋友文娛體育會 1:45:47

6 9529 女 女壯年 黃嘉碧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1:49:54

7 9611 女 女壯年 謝雅芝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0:13

8 9620 女 女壯年 郭曉婷 彩虹馬拉松團 1:50:38

9 9535 女 女壯年 譚若蘭 泥馬體育會 1:52:08

10 9614 女 女壯年 鍾淑娜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3:29

11 9523 女 女壯年 周杏花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53:54



12 9584 女 女壯年 張異和 風雷 1:55:00

13 9606 女 女壯年 林珊 越野百人 1:55:05

14 9591 女 女壯年 林朗婷 魂跑團 1:56:18

15 9604 女 女壯年 何韻玲 越野百人 1:56:42

16 9632 女 女壯年 張丹瑋 個人 1:56:52

17 9635 女 女壯年 林寶英 個人 1:56:59

18 9608 女 女壯年 林寶余 越野百人 1:57:04

19 9631 女 女壯年 張敏儀 越野百人 2:00:53

20 9637 女 女壯年 張穎彤 個人 2:01:02

21 9503 女 女壯年 董潤杰 風雷 2:01:07

22 9556 女 女壯年 高依莉 馬拉松推廣會 2:02:11

23 9573 女 女壯年 趙佩婷 個人 2:02:44

24 9598 女 女壯年 丘思韻 個人 2:03:27

25 9629 女 女壯年 張嘉祺 個人 2:03:36

26 9596 女 女壯年 鄭美芬 個人 2:03:43

27 9540 女 女壯年 胡小慧 RUN PLUS 2:04:05

28 9628 女 女壯年 楊寶儀 個人 2:06:10

29 9526 女 女壯年 張盈 個人 2:06:34

30 9603 女 女壯年 梁雅恩 越野百人 2:06:39

31 9560 女 女壯年 勞安兒 馬拉松推廣會 2:06:40

32 9548 女 女壯年 王月萍 三鋒 2:06:57

33 9626 女 女壯年 黃曉令 凌鋒 2:07:25

34 9549 女 女壯年 余惠敏 三鋒 2:10:46

35 9623 女 女壯年 羅少霞 彩虹馬拉松團 2:11:25

36 9581 女 女壯年 陳敏儀 RUN PLUS 2:11:39

37 9510 女 女壯年 梁麗芬 風雷 2:14:01

38 9520 女 女壯年 蔡懷文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14:59

39 9519 女 女壯年 徐萍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14:59

40 9522 女 女壯年 李娜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14:59

41 9615 女 女壯年 陸曉彤 朋友文娛體育會 2:15:09

42 9517 女 女壯年 蕭頌明 個人 2:15:59

43 9518 女 女壯年 曾雪妮 個人 2:18:33

44 9550 女 女壯年 梁翊慧 三鋒 2:20:21

45 9554 女 女壯年 蘇春惠 馬拉松推廣會 2:20:41

46 9582 女 女壯年 黃海慧 RUN PLUS 2:21:26

47 9617 女 女壯年 劉燕琴 朋友文娛體育會 2:24:36

48 9622 女 女壯年 陳之靈 彩虹馬拉松團 2:25:34

49 9559 女 女壯年 黃金鈿 馬拉松推廣會 2:29:33

50 9578 女 女壯年 梁妙冰 澳門風跑團 2:30:15

51 9589 女 女壯年 麥秀珊 魂跑團 2:32:38

52 9627 女 女壯年 陳雅鑫 個人 2:33:31

53 9634 女 女壯年 衛嘉儀 個人 2:36:24

54 9633 女 女壯年 KAN YEAN PHINN 個人 2:42:40

9505 女 女壯年 姚珊藝 風雷

9564 女 女壯年 李子欣 個人

9601 女 女壯年 陸麗梅 中銀體協

9537 女 女壯年 梁小珊 熊貓體育會 1:41:29

9562 女 女壯年 胡潔行 馬拉松推廣會 1:47:42

9577 女 女壯年 關瀚翹 澳門風跑團 2:25:19

9575 女 女壯年 APOSTOL PETRESCU SORINA ANDREEA個人

9607 女 女壯年 OKSANA ZORINA 越野百人

9576 女 女壯年 SILVESTRE MARIA TERESA SONGO個人

9547 女 女壯年 蔡淑儀 三鋒

9569 女 女壯年 蔡藝藝 個人

9513 女 女壯年 陳寶如 風雷

9541 女 女壯年 陳寶儀 澳門跑友會

9580 女 女壯年 陳凱琳 RUN PLUS



9528 女 女壯年 陳凱玲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9524 女 女壯年 陳勵德 風雷

9504 女 女壯年 陳培娜 風雷

9511 女 女壯年 陳綺雯 風雷

9630 女 女壯年 陳榕 個人

9593 女 女壯年 陳文婷 魂跑團

9590 女 女壯年 陳小芬 魂跑團

9557 女 女壯年 陳雅雯 馬拉松推廣會

9572 女 女壯年 鄧娜 個人

9595 女 女壯年 馮慧清 魂跑團

9619 女 女壯年 關平好 彩虹馬拉松團

9502 女 女壯年 關淑儀 好運

9530 女 女壯年 郭倩如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9551 女 女壯年 郭夏月 三鋒

9621 女 女壯年 何蝶雙 彩虹馬拉松團

9602 女 女壯年 何群枝 中銀體協

9600 女 女壯年 胡淑嫻 個人

9533 女 女壯年 胡興艷 泥馬體育會

9624 女 女壯年 許朗 世紀

9531 女 女壯年 黃家嬋 紅纖

9618 女 女壯年 黃杰茜 彩虹馬拉松團

9570 女 女壯年 黃茹芳 個人

9586 女 女壯年 黃詩敏 魂跑團

9594 女 女壯年 黃曉媚 魂跑團

9516 女 女壯年 鄺崑慧 風雷

9583 女 女壯年 李慧茹 個人

9542 女 女壯年 李嘉燕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561 女 女壯年 李潔怡 馬拉松推廣會

9609 女 女壯年 李綺雯 越野百人

9555 女 女壯年 李韻明 馬拉松推廣會

9515 女 女壯年 梁家寶 風雷

9612 女 女壯年 梁希同 朋友文娛體育會

9613 女 女壯年 梁燕琴 朋友文娛體育會

9571 女 女壯年 梁真梅 個人

9565 女 女壯年 林寶寶 個人

9507 女 女壯年 林寶余 風雷

9508 女 女壯年 林嘉怡 風雷

9501 女 女壯年 林美園 楓樺

9545 女 女壯年 林小英 松山晚運之友會

9525 女 女壯年 劉鎧鎣 風雷

9534 女 女壯年 劉珊孺 泥馬體育會

9544 女 女壯年 劉婉珊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546 女 女壯年 劉曉彤 三鋒

9527 女 女壯年 龍少茵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9558 女 女壯年 羅曼祺 馬拉松推廣會

9585 女 女壯年 羅宇君 風雷

9625 女 女壯年 呂明珠 凌鋒

9588 女 女壯年 馬苑君 魂跑團

9599 女 女壯年 麥家怡 個人

9579 女 女壯年 阮小燕 RUN PLUS

9597 女 女壯年 蘇凱慈 個人

9587 女 女壯年 蘇珮萍 魂跑團

9509 女 女壯年 蘇小微 風雷

9566 女 女壯年 譚小輝 個人

9567 女 女壯年 王綺雯 個人

9538 女 女壯年 王小燕 RUN PLUS

9552 女 女壯年 韋敏玲 三鋒



9521 女 女壯年 韋雁紅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9506 女 女壯年 吳欣霞 風雷

9568 女 女壯年 吳月現 個人

9539 女 女壯年 蕭媛明 RUN PLUS

9512 女 女壯年 謝翠君 風雷

9532 女 女壯年 余素梅 泥馬體育會

9514 女 女壯年 趙麗芬 風雷

9553 女 女壯年 鄭嘉儀 澳門精英體育會

9563 女 女壯年 鄭婉儀 馬拉松推廣會

9543 女 女壯年 鄭穎彤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9574 女 女壯年 朱婉琪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1 9002 女 女青 麥曉康 浸信中學 1:57:26

2 9001 女 女青 梁諾琳 新華學校 2:04:00

9006 女 女青 VALLESTEROS KRISTINA ANDREIA PASTORIN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9003 女 女青 駱慧錡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9008 女 女青 羅依霖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9005 女 女青 唐善瑤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9007 女 女青 吳美儀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9004 女 女青 徐奇慧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 2044 男 男公開 王珅 BE-1 1:10:51

2 2118 男 男公開 黃展華 世紀 1:15:33

3 2021 男 男公開 巴賢偉 風雷 1:15:45

4 2049 男 男公開 陳楷元 長跑聯盟 1:16:58

5 2095 男 男公開 鍾耀明 個人 1:19:47

6 2128 男 男公開 馮兆智 路環四廟 1:21:23

7 2116 男 男公開 鍾子石 世紀 1:21:58

8 2100 男 男公開 ALE KESHAR JANG 風雷 1:22:03

9 2025 男 男公開 BICHINDRA RAI 風雷 1:23:29

10 2043 男 男公開 陸仲聆 BE-1 1:23:35

11 2050 男 男公開 鄭子傑 長跑聯盟 1:24:10

12 2061 男 男公開 林永恆 澳門跑友會 1:24:59

13 2011 男 男公開 RAMESH KUMAR RAI 風雷 1:25:07

14 2117 男 男公開 阮澤朗 世紀 1:26:54

15 2122 男 男公開 關志濠 理工大學 1:27:07

16 2048 男 男公開 鄭子軒 長跑聯盟 1:29:11

17 2092 男 男公開 李寧 RUN PLUS 1:30:17

18 2068 男 男公開 陳頌業 三鋒 1:31:44

19 2110 男 男公開 梁榕 越野百人 1:33:41

20 2059 男 男公開 李嘉諾 澳門跑友會 1:35:33

21 2035 男 男公開 謝偉良 個人 1:36:24

22 2038 男 男公開 GHALE DEU KUMAR 風雷 1:37:29

23 2136 男 男公開 蕭嘉恆 個人 1:37:51

24 2018 男 男公開 胡家誠 風雷 1:38:29

25 2070 男 男公開 LAMICHHANE RAJENDRA PRASAD三鋒 1:38:37

26 2087 男 男公開 阮文軒 田徑之友 1:40:01

27 2098 男 男公開 阮藝聰 個人 1:40:08

28 2007 男 男公開 何溢聰 風雷 1:41:00

29 2112 男 男公開 馮慶樂 越野百人 1:41:35

30 2008 男 男公開 DIPENDRA MAHARJAN 風雷 1:42:22

31 2002 男 男公開 李金喜 好運 1:44:11

32 2084 男 男公開 梁健俊 個人 1:44:45

33 2108 男 男公開 王果成 中銀體協 1:45:00

34 2080 男 男公開 孫家偉 馬拉松推廣會 1:46:01

35 2017 男 男公開 李妙成 風雷 1:46:17

36 2099 男 男公開 吳家進 個人 1:50:18

37 2057 男 男公開 趙燊豪 澳門跑友會 1:50:50

38 2060 男 男公開 邱遠強 澳門跑友會 1:52:20



39 2058 男 男公開 鄧文輝 澳門跑友會 1:52:43

40 2101 男 男公開 徐志峰 魂跑團 1:54:39

41 2015 男 男公開 朱仲元 風雷 1:56:40

42 2123 男 男公開 李柏軒 理工大學 1:57:21

43 2029 男 男公開 鍾志偉 個人 1:57:22

44 2082 男 男公開 鄭志聰 培道中學 1:58:45

45 2014 男 男公開 黃智明 風雷 1:59:20

46 2055 男 男公開 麥凱量 紅藍體育會 2:00:31

47 2090 男 男公開 卓健榮 RUN PLUS 2:00:32

48 2024 男 男公開 DEV MAN WAIBA 風雷 2:01:31

49 2132 男 男公開 鍾子揚 個人 2:01:34

50 2121 男 男公開 林楓 理工大學 2:03:55

51 2089 男 男公開 李錫樵 澳門風跑團 2:05:33

52 2054 男 男公開 黃慧彥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2:07:07

53 2103 男 男公開 譚子樑 兩海 2:09:23

54 2045 男 男公開 布溢豐 紅纖 2:09:35

55 2033 男 男公開 郭小波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11:22

56 2074 男 男公開 區焯賢 高德利 2:14:31

57 2119 男 男公開 鄭偉業 世紀 2:14:39

58 2104 男 男公開 呂新偉 中銀體協 2:17:02

59 2020 男 男公開 龍光裕 風雷 2:17:42

60 2113 男 男公開 KARKI 朋友文娛體育會 2:18:06

61 2075 男 男公開 龔澤麟 高德利 2:19:20

62 2027 男 男公開 江文榜 個人 2:21:09

63 2086 男 男公開 彭文諾 高德利 2:22:45

64 2056 男 男公開 關嘉傑 紅藍體育會 2:23:44

65 2067 男 男公開 伍子乾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2:29:35

66 2019 男 男公開 方麒森 風雷 2:29:39

67 2051 男 男公開 廖家浩 特奧力量 2:30:16

68 2134 男 男公開 鄭昱宏 個人 2:32:28

69 2034 男 男公開 梁效才 俊興體育會 2:35:54

70 2106 男 男公開 鄧志康 中銀體協 2:46:55

2053 男 男公開 陳家謙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2037 男 男公開 梁健忠 個人

2039 男 男公開 梁展鵬 個人

2073 男 男公開 任嘉偉 高德利

2127 男 男公開 陳梓鋒 路環四廟

2003 男 男公開 黃皓為 合利

2097 男 男公開 李敬燊 個人

2085 男 男公開 梁定幫 個人

2041 男 男公開 陶永強 BE-1

2063 男 男公開 余錦源 澳門大學 1:23:14

2009 男 男公開 CHAND NARI 風雷

2072 男 男公開 DHAMALA RAJARAM 三鋒

2010 男 男公開 GORAKH CHAND THAKUR風雷

2023 男 男公開 KHATIWADA MANOJ PRASAD風雷

2026 男 男公開 MALLA INDRA BAHADUR風雷

2028 男 男公開 SANTOSH KUMAR PAKHARIN個人

2133 男 男公開 SUMAN KHADKA 個人

2022 男 男公開 陳馳 風雷

2129 男 男公開 陳暉 個人

2016 男 男公開 陳偉俊 風雷

2130 男 男公開 陳英偉 雷鳴道

2107 男 男公開 陳智龍 中銀體協

2135 男 男公開 范毅立 個人

2040 男 男公開 甘可嘉 個人

2081 男 男公開 何家堯 個人



2102 男 男公開 何俊成 魂跑團

2069 男 男公開 黃晉諾 三鋒

2013 男 男公開 黃文杰 風雷

2064 男 男公開 江志樂 澳門大學

2109 男 男公開 勞偉源 熊貓體育會

2062 男 男公開 黎家豪 澳門跑友會

2006 男 男公開 梁健生 丹瑞

2071 男 男公開 梁懋軒 三鋒

2065 男 男公開 梁名德 澳門大學

2094 男 男公開 梁廷煒 RUN PLUS

2076 男 男公開 梁展睿 高德利

2046 男 男公開 林健華 紅纖

2031 男 男公開 林行柏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125 男 男公開 林沅酉 凌鋒

2131 男 男公開 劉國明 個人

2111 男 男公開 劉銘騏 越野百人

2088 男 男公開 劉學旋 澳門風跑團

2066 男 男公開 劉溢豪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2078 男 男公開 陸文駿 澳門精英體育會

2126 男 男公開 羅潤基 凌鋒

2077 男 男公開 羅譽 高德利

2079 男 男公開 馬世誠 澳門精英體育會

2005 男 男公開 莫碩曦 成就

2004 男 男公開 莫偉宏 創建

2001 男 男公開 歐陽永康 楓樺

2030 男 男公開 蒲金福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124 男 男公開 容榮樂 理工大學

2093 男 男公開 譚駿 RUN PLUS

2115 男 男公開 譚利楊 彩虹馬拉松團

2114 男 男公開 吳柱穎 彩虹馬拉松團

2083 男 男公開 吳子龍 個人

2096 男 男公開 吳子軒 個人

2105 男 男公開 葉錦豪 中銀體協

2042 男 男公開 葉聖陶 BE-1

2052 男 男公開 葉詠漢 新華學校

2120 男 男公開 余錦傑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2091 男 男公開 余慶全 RUN PLUS

2012 男 男公開 袁超群 風雷

2036 男 男公開 張志輝 個人

2047 男 男公開 周汶傑 紅纖

2032 男 男公開 朱銘琨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 0025 男 男少乙 黃家樂 雷鳴道 0:16:06

2 0032 男 男少乙 黃嘉豪 濠江中學 0:16:13

3 0017 男 男少乙 梁啟賢 粵華中學 0:16:17

4 0026 男 男少乙 梁駿朗 雷鳴道 0:16:34

5 0021 男 男少乙 譚堯升 粵華中學 0:16:42

6 0020 男 男少乙 黃灝霖 粵華中學 0:16:46

7 0001 男 男少乙 陳思峻 個人 0:17:13

8 0004 男 男少乙 林少鵬 新華學校 0:17:18

9 0029 男 男少乙 黃楚風 濠江中學 0:17:23

10 0028 男 男少乙 黃清森 濠江中學 0:17:32

11 0013 男 男少乙 何奕 粵華中學 0:17:52

12 0034 男 男少乙 呂子恆 濠江中學 0:18:10

13 0016 男 男少乙 林樂陶 粵華中學 0:18:31

14 0002 男 男少乙 黃浚曦 個人 0:18:37

15 0024 男 男少乙 黃浚朗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0:19:01

16 0018 男 男少乙 余逸朗 粵華中學 0:19:06



17 0015 男 男少乙 趙柏柃 粵華中學 0:19:16

18 0033 男 男少乙 林梓斌 濠江中學 0:19:40

19 0005 男 男少乙 李健銘 鏡平中學 0:19:46

20 0027 男 男少乙 何為 澳門跑友會 0:20:01

21 0019 男 男少乙 劉信之 粵華中學 0:20:08

22 0014 男 男少乙 何智賢 粵華中學 0:20:14

0030 男 男少乙 陳鵬先 濠江中學

0022 男 男少乙 關炎 熊貓體育會

0009 男 男少乙 何政毅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0023 男 男少乙 李嘉聰 熊貓體育會

0008 男 男少乙 梁杰豪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0003 男 男少乙 梁洛堯 長跑聯盟

0031 男 男少乙 龍嘉豪 濠江中學

0007 男 男少乙 盧文軒 培道中學

0006 男 男少乙 吳浩昀 浸信中學

0010 男 男少乙 楊錦萬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0012 男 男少乙 雲天將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0011 男 男少乙 周培軒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1 0513 男 男少甲 葉穎陶 粵華中學 0:14:55

2 0501 男 男少甲 潘梓諾 個人 0:15:12

3 0502 男 男少甲 郭文灝 BE-1 0:15:41

4 0515 男 男少甲 吳浩然 粵華中學 0:16:17

5 0511 男 男少甲 歐陽鍵濤 教業中學 0:16:19

6 0530 男 男少甲 黃梓豐 個人 0:16:25

7 0529 男 男少甲 關懷恩 濠江中學 0:16:28

8 0504 男 男少甲 勞日晞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0:16:33

9 0520 男 男少甲 劉卓晞 世紀 0:17:05

10 0512 男 男少甲 黃子龍 教業中學 0:17:15

11 0522 男 男少甲 陳雋曄 世紀 0:17:38

12 0521 男 男少甲 胡振威 世紀 0:17:56

13 0517 男 男少甲 張兆瑋 粵華中學 0:18:02

14 0527 男 男少甲 梁倬城 濠江中學 0:18:05

15 0506 男 男少甲 劉駿洋 鏡平中學 0:18:11

16 0528 男 男少甲 吴天昊 濠江中學 0:18:13

17 0508 男 男少甲 譚捷峰 澳門精英體育會 0:19:03

18 0523 男 男少甲 林柔呂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0:19:30

19 0524 男 男少甲 陳原浩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0:20:40

0518 男 男少甲 陳祈恩 傳福體育會

0516 男 男少甲 何俊滔 粵華中學

0505 男 男少甲 何啓邦 澳門跑友會

0519 男 男少甲 黃俊業 熊貓體育會

0510 男 男少甲 黎子進 培道中學

0507 男 男少甲 李佳俊 高德利

0514 男 男少甲 李堯浚 粵華中學

0526 男 男少甲 梁黎川 濠江中學

0503 男 男少甲 梁洛融 長跑聯盟

0525 男 男少甲 梁聖賢 濠江中學

0509 男 男少甲 林洛賢 蔡高中學

1 4174 男 男先進一 梁健祺 越野百人 1:22:55

2 4221 男 男先進一 趙詠俊 世紀 1:24:35

3 4057 男 男先進一 邱鈞源 BE-1 1:25:08

4 4185 男 男先進一 蘇文傑 越野百人 1:27:14

5 4182 男 男先進一 麥劍輝 越野百人 1:28:58

6 4172 男 男先進一 SERGIO REAL 越野百人 1:29:07

7 4045 男 男先進一 賴震龍 俊興體育會 1:29:39

8 4157 男 男先進一 黃偉濤 魂跑團 1:29:45

9 4234 男 男先進一 馮嘉倫 個人 1:29:56



10 4132 男 男先進一 陳俊霖 鴻威文娛體育會 1:31:21

11 4178 男 男先進一 陳汝偉 越野百人 1:33:20

12 4193 男 男先進一 李啟維 楊興 1:33:28

13 4190 男 男先進一 陳松進 越野百人 1:33:43

14 4040 男 男先進一 徐瑞賢 風雷 1:34:35

15 4230 男 男先進一 洪偉光 澳門風跑團 1:34:39

16 4231 男 男先進一 CIECHOWSKI JANUSZ 個人 1:35:14

17 4080 男 男先進一 杜家文 三鋒 1:36:26

18 4138 男 男先進一 梁智曦 澳門風跑團 1:36:42

19 4044 男 男先進一 余卓乾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37:39

20 4192 男 男先進一 林興隆 越野百人 1:37:54

21 4090 男 男先進一 李結濠 三鋒 1:38:07

22 4224 男 男先進一 ALVES DE OLIVEIRA RICARDO JORGE個人 1:38:23

23 4074 男 男先進一 潘健偉 澳門跑友會 1:39:01

24 4191 男 男先進一 ERNESTO XEQUE DO ROSARIO越野百人 1:39:21

25 4218 男 男先進一 鄧作榮 彩虹馬拉松團 1:39:52

26 4043 男 男先進一 麥永生 個人 1:40:56

27 4136 男 男先進一 陳業勤 赤兔瘋跑團 1:42:14

28 4156 男 男先進一 岑英傑 魂跑團 1:42:25

29 4066 男 男先進一 辜健熙 泥馬體育會 1:43:39

30 4069 男 男先進一 潘子華 長跑聯盟 1:43:47

31 4200 男 男先進一 何子杰 朋友文娛體育會 1:43:50

32 4155 男 男先進一 楊志雄 風雷 1:44:03

33 4085 男 男先進一 黃宇鋒 三鋒 1:44:24

34 4177 男 男先進一 劉永紅 越野百人 1:44:41

35 4051 男 男先進一 黃永光 個人 1:44:46

36 4135 男 男先進一 蔡尚瑜 赤兔瘋跑團 1:45:09

37 4195 男 男先進一 譚子傑 青輝 1:45:58

38 4197 男 男先進一 羅崇明 忠信 1:46:39

39 4004 男 男先進一 MAHARJAN SUBAN 個人 1:46:49

40 4083 男 男先進一 莫城志 三鋒 1:47:14

41 4077 男 男先進一 譚振輝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1:48:09

42 4226 男 男先進一 唐學能 個人 1:48:18

43 4202 男 男先進一 梁振榮 朋友文娛體育會 1:48:50

44 4170 男 男先進一 陳志堅 個人 1:48:56

45 4088 男 男先進一 林儉華 三鋒 1:49:04

46 4232 男 男先進一 吳文意 個人 1:49:10

47 4220 男 男先進一 林維達 世紀 1:49:47

48 4219 男 男先進一 區偉業 彩虹馬拉松團 1:50:32

49 4076 男 男先進一 李家立 澳門跑友會 1:51:26

50 4024 男 男先進一 盧韋納 風雷 1:52:43

51 4215 男 男先進一 吳龍鑫 彩虹馬拉松團 1:52:47

52 4101 男 男先進一 DA SILVA GRACA EMANULE三鋒 1:53:07

53 4184 男 男先進一 譚德成 越野百人 1:53:20

54 4039 男 男先進一 蔡明輝 風雷 1:53:38

55 4206 男 男先進一 冼洪輝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3:46

56 4124 男 男先進一 關斌榮 個人 1:53:59

57 4171 男 男先進一 林國穩 中銀體協 1:54:33

58 4158 男 男先進一 蔡澤霖 魂跑團 1:54:36

59 4014 男 男先進一 袁嘉傑 風雷 1:54:38

60 4208 男 男先進一 陳子駿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5:34

61 4112 男 男先進一 呂可棟 馬拉松推廣會 1:55:46

62 4015 男 男先進一 黃嘉威 風雷 1:56:54

63 4113 男 男先進一 林耀濠 馬拉松推廣會 1:57:09

64 4058 男 男先進一 彭文健 個人 1:57:19

65 4100 男 男先進一 甘漢煇 三鋒 1:57:19

66 4194 男 男先進一 楊漢偉 業餘 1:58:13



67 4036 男 男先進一 吳國泉 風雷 1:58:53

68 4082 男 男先進一 林儉豐 三鋒 1:59:10

69 4229 男 男先進一 李嘉祺 個人 1:59:25

70 4109 男 男先進一 尹俊 馬拉松推廣會 1:59:27

71 4008 男 男先進一 馬偉恆 個人 1:59:49

72 4180 男 男先進一 陳志榮 越野百人 2:00:17

73 4237 男 男先進一 MAIA MACHADO PEDRO JORGE個人 2:00:47

74 4037 男 男先進一 羅永富 風雷 2:00:51

75 4125 男 男先進一 梁偉傑 個人 2:02:03

76 4235 男 男先進一 張子揚 個人 2:02:13

77 4094 男 男先進一 周興強 三鋒 2:02:14

78 4005 男 男先進一 郭家祺 個人 2:02:49

79 4006 男 男先進一 蔡金渠 個人 2:02:58

80 4141 男 男先進一 李錦平 RUN PLUS 2:03:19

81 4163 男 男先進一 林善光 魂跑團 2:03:33

82 4173 男 男先進一 鄺振威 越野百人 2:04:05

83 4023 男 男先進一 林師江 風雷 2:04:37

84 4115 男 男先進一 李振鵬 馬拉松推廣會 2:06:14

85 4027 男 男先進一 盧建宗 風雷 2:06:20

86 4140 男 男先進一 陳穎聰 RUN PLUS 2:06:34

87 4123 男 男先進一 蔡定康 友義體育會 2:06:40

88 4020 男 男先進一 張遠程 風雷 2:07:31

89 4134 男 男先進一 吳庭照 田徑之友 2:09:08

90 4089 男 男先進一 DOS SANTOS MARQNES SOEIRO JOAO三鋒 2:09:57

91 4179 男 男先進一 郭岱峰 越野百人 2:10:13

92 4003 男 男先進一 鄭良興 泰山 2:10:13

93 4028 男 男先進一 盧志輝 風雷 2:10:39

94 4111 男 男先進一 譚旭文 馬拉松推廣會 2:10:53

95 4175 男 男先進一 楊廸欽 越野百人 2:11:47

96 4010 男 男先進一 關帶喜 風雷 2:11:51

97 4048 男 男先進一 吳權華 俊興體育會 2:12:10

98 4093 男 男先進一 何耀榮 三鋒 2:12:57

99 4110 男 男先進一 梁孫旭 馬拉松推廣會 2:13:56

100 4186 男 男先進一 梁玉彩 越野百人 2:14:45

101 4210 男 男先進一 梁家偉 朋友文娛體育會 2:14:47

102 4106 男 男先進一 何炎池 個人 2:15:25

103 4149 男 男先進一 郭偉業 RUN PLUS 2:15:56

104 4148 男 男先進一 曾慶駒 RUN PLUS 2:16:35

105 4187 男 男先進一 LUIS MIGUEIS ANO DA SILVA SERAFIM越野百人 2:17:16

106 4017 男 男先進一 劉剛杰 風雷 2:19:44

107 4095 男 男先進一 庒軒 三鋒 2:20:36

108 4009 男 男先進一 黃浩然 風雷 2:24:27

109 4152 男 男先進一 林國龍 愛跑聯盟 2:24:36

110 4050 男 男先進一 陳鍚榮 個人 2:25:33

111 4147 男 男先進一 郭顯倫 RUN PLUS 2:26:34

112 4236 男 男先進一 周耀鐘 個人 2:26:59

113 4139 男 男先進一 潘浩君 澳門風跑團 2:29:58

114 4127 男 男先進一 廖志江 個人 2:30:41

115 4072 男 男先進一 蔣健偉 個人 2:31:36

116 4067 男 男先進一 陳國祿 熊貓體育會 2:32:37

117 4212 男 男先進一 伍子聰 彩虹馬拉松團 2:36:55

118 4049 男 男先進一 羅振聲 個人 2:39:14

119 4007 男 男先進一 溫錦添 個人 2:42:02

120 4233 男 男先進一 何韜 個人 2:44:32

4217 男 男先進一 鄧啟銳 彩虹馬拉松團

4011 男 男先進一 陳溢銘 風雷

4019 男 男先進一 梁志豪 風雷



4223 男 男先進一 陳臻臻 個人

4153 男 男先進一 黃特龍 個人

4053 男 男先進一 甄池勇 風雷

4105 男 男先進一 劉鳳鳴 個人

4189 男 男先進一 EMANUEL ALVARO DOS SANTOS RODRIGUES越野百人

4096 男 男先進一 SALDANHA GESIPPE GALISTO PAILOGIL三鋒

4130 男 男先進一 蔡敬石 個人

4002 男 男先進一 蔡智偉 華迪

4091 男 男先進一 陳德宏 三鋒

4151 男 男先進一 陳廸聰 愛跑聯盟

4034 男 男先進一 陳躬玲 風雷

4145 男 男先進一 陳家進 RUN PLUS

4119 男 男先進一 陳家銘 友義體育會

4038 男 男先進一 陳錦祥 風雷

4055 男 男先進一 陳禮祥 風雷

4168 男 男先進一 陳紹賢 魂跑團

4047 男 男先進一 陳述 俊興體育會

4165 男 男先進一 陳述能 魂跑團

4144 男 男先進一 戴俊勇 RUN PLUS

4025 男 男先進一 馮炳機 風雷

4029 男 男先進一 馮震濤 風雷

4214 男 男先進一 古錦壽 彩虹馬拉松團

4207 男 男先進一 郭家榮 朋友文娛體育會

4222 男 男先進一 郭志堅 世紀

4065 男 男先進一 何嘉英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4016 男 男先進一 何健強 風雷

4059 男 男先進一 何凱生 個人

4073 男 男先進一 何永耀 凌鋒

4103 男 男先進一 胡振文 三鋒

4117 男 男先進一 許世輝 個人

4116 男 男先進一 許友平 個人

4035 男 男先進一 黃培榮 風雷

4075 男 男先進一 黃偉納 澳門跑友會

4052 男 男先進一 黃子傑 個人

4121 男 男先進一 賈日豐 友義體育會

4021 男 男先進一 江欽育 風雷

4099 男 男先進一 江永健 三鋒

4064 男 男先進一 鄺崑琦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4068 男 男先進一 雷劍鴻 個人

4120 男 男先進一 黎英傑 友義體育會

4122 男 男先進一 李崇志 友義體育會

4143 男 男先進一 李德金 RUN PLUS

4060 男 男先進一 李健波 個人

4160 男 男先進一 李健威 魂跑團

4199 男 男先進一 李偉業 朋友文娛體育會

4079 男 男先進一 李毅 松山晚運之友會

4225 男 男先進一 李政立 個人

4176 男 男先進一 李志雄 越野百人

4150 男 男先進一 李子毅 RUN PLUS

4133 男 男先進一 梁德濤 鴻威文娛體育會

4146 男 男先進一 梁健斌 RUN PLUS

4161 男 男先進一 梁錦福 魂跑團

4162 男 男先進一 梁錦全 魂跑團

4196 男 男先進一 梁俊文 鴻勁

4054 男 男先進一 梁永幸 風雷

4118 男 男先進一 梁振藍 個人

4108 男 男先進一 廖信君 馬拉松推廣會



4097 男 男先進一 林健國 三鋒

4183 男 男先進一 林錦軒 越野百人

4166 男 男先進一 林世祺 魂跑團

4128 男 男先進一 林太燊 個人

4042 男 男先進一 林耀輝 風雷

4228 男 男先進一 林英群 魂跑團

4013 男 男先進一 林瀅 風雷

4063 男 男先進一 劉焯基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4213 男 男先進一 劉賜裘 彩虹馬拉松團

4198 男 男先進一 劉帝恆 朋友文娛體育會

4071 男 男先進一 劉君倫 長跑聯盟

4181 男 男先進一 劉龍海 越野百人

4188 男 男先進一 劉燕沖 越野百人

4087 男 男先進一 盧啓康 三鋒

4061 男 男先進一 陸弍恒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4018 男 男先進一 羅崇宇 風雷

4211 男 男先進一 呂智南 朋友文娛體育會

4086 男 男先進一 馬曉運 三鋒

4033 男 男先進一 繆英豪 風雷

4104 男 男先進一 區志權 田徑之友

4070 男 男先進一 容啟光 長跑聯盟

4154 男 男先進一 石敬聰 個人

4205 男 男先進一 蘇桂龍 朋友文娛體育會

4062 男 男先進一 談光濠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4129 男 男先進一 談英豪 個人

4142 男 男先進一 譚展為 RUN PLUS

4041 男 男先進一 王海華 風雷

4209 男 男先進一 王偉 朋友文娛體育會

4078 男 男先進一 吳迪熙 松山晚運之友會

4084 男 男先進一 吳浩強 三鋒

4107 男 男先進一 吳少威 澳門精英體育會

4164 男 男先進一 吳紫均 魂跑團

4001 男 男先進一 伍劍佐 華迪

4114 男 男先進一 伍錦斌 馬拉松推廣會

4167 男 男先進一 冼德威 魂跑團

4046 男 男先進一 蕭廣正 俊興體育會

4131 男 男先進一 謝漢興 風雷

4030 男 男先進一 楊景輝 風雷

4081 男 男先進一 楊偉國 三鋒

4227 男 男先進一 楊展亨 個人

4169 男 男先進一 葉偉祥 兩海

4092 男 男先進一 張嘉偉 三鋒

4137 男 男先進一 張嘉文 澳門風跑團

4102 男 男先進一 張鳴威 三鋒

4203 男 男先進一 張志聰 朋友文娛體育會

4216 男 男先進一 張幟 彩虹馬拉松團

4159 男 男先進一 趙叔維 魂跑團

4032 男 男先進一 甄海勇 風雷

4098 男 男先進一 鄭達馳 三鋒

4056 男 男先進一 鄭偉基 風雷

4031 男 男先進一 鄭學文 風雷

4022 男 男先進一 鍾良偉 風雷

4201 男 男先進一 鐘兆坤 朋友文娛體育會

4026 男 男先進一 周英豪 風雷

4126 男 男先進一 周崢嶸 個人

4012 男 男先進一 周志強 風雷

4204 男 男先進一 周仲文 朋友文娛體育會



1 5146 男 男先進二 黃國華 越野百人 1:24:49

2 5068 男 男先進二 盧照勇 澳門跑友會 1:25:14

3 5005 男 男先進二 方乃岳 風雷 1:27:37

4 5070 男 男先進二 何仲平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1:28:12

5 5108 男 男先進二 林文富 RUN PLUS 1:28:40

6 5101 男 男先進二 鍾智文 個人 1:29:51

7 5015 男 男先進二 何家橋 風雷 1:31:00

8 5053 男 男先進二 何仲安 個人 1:32:20

9 5149 男 男先進二 李少昌 越野百人 1:33:32

10 5136 男 男先進二 陳寶淦 中銀體協 1:36:26

11 5059 男 男先進二 呂少傑 泥馬體育會 1:36:28

12 5042 男 男先進二 陳清洪 個人 1:38:41

13 5167 男 男先進二 鄧遠豐 彩虹馬拉松團 1:39:26

14 5011 男 男先進二 黃錦達 風雷 1:44:06

15 5173 男 男先進二 安藤健太 世紀 1:44:29

16 5016 男 男先進二 董福元 風雷 1:45:09

17 5054 男 男先進二 林國華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1:46:00

18 5115 男 男先進二 何威文 愛跑聯盟 1:46:02

19 5012 男 男先進二 楊仲恆 風雷 1:46:27

20 5188 男 男先進二 鄺偉明 越野百人 1:46:32

21 5030 男 男先進二 許展鵬 風雷 1:46:38

22 5010 男 男先進二 梁文偉 風雷 1:47:06

23 5064 男 男先進二 蕭偉明 長跑聯盟 1:47:32

24 5067 男 男先進二 何家會 澳門跑友會 1:48:15

25 5127 男 男先進二 黃志明 魂跑團 1:48:46

26 5078 男 男先進二 李廣亮 松山晚運之友會 1:48:47

27 5089 男 男先進二 蕭自立 三鋒 1:49:12

28 5135 男 男先進二 李偉斌 中銀體協 1:50:21

29 5164 男 男先進二 蘇耀傑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0:33

30 5029 男 男先進二 施皓銘 風雷 1:51:08

31 5158 男 男先進二 胡國雄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1:14

32 5150 男 男先進二 梁財棟 修武 1:51:29

33 5006 男 男先進二 楊漢清 風雷 1:51:50

34 5151 男 男先進二 羅錦明 康華 1:52:35

35 5125 男 男先進二 劉國明 魂跑團 1:53:10

36 5107 男 男先進二 李樹昭 RUN PLUS 1:53:38

37 5175 男 男先進二 李金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1:54:08

38 5039 男 男先進二 英永祥 個人 1:54:47

39 5134 男 男先進二 李成友 中銀體協 1:54:57

40 5166 男 男先進二 梁國安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5:00

41 5187 男 男先進二 陸浩威 個人 1:55:01

42 5137 男 男先進二 黎仲樑 中銀體協 1:55:33

43 5105 男 男先進二 林建恆 個人 1:56:04

44 5079 男 男先進二 黎冠鋒 松山晚運之友會 1:56:37

45 5120 男 男先進二 簡子超 風雷 1:57:18

46 5066 男 男先進二 梅藝聰 澳門空手道澳武館 1:58:07

47 5002 男 男先進二 黃錦榮 個人 1:58:47

48 5116 男 男先進二 麥漢文 愛跑聯盟 1:58:49

49 5186 男 男先進二 張智文 個人 1:59:00

50 5072 男 男先進二 郭榮輝 松山晚運之友會 2:00:05

51 5099 男 男先進二 許健和 馬拉松推廣會 2:00:27

52 5091 男 男先進二 潘惠龍 三鋒 2:01:10

53 5083 男 男先進二 馮秉聰 三鋒 2:01:27

54 5071 男 男先進二 梁紹權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2:01:38

55 5037 男 男先進二 何繼圖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01:56

56 5013 男 男先進二 鍾少山 風雷 2:02:14

57 5159 男 男先進二 司徒振銳 朋友文娛體育會 2:02:24



58 5123 男 男先進二 黃偉堅 魂跑團 2:03:56

59 5156 男 男先進二 李兆文 文根 2:04:10

60 5038 男 男先進二 鄧嘉榮 俊興體育會 2:06:37

61 5056 男 男先進二 林恆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2:06:58

62 5084 男 男先進二 何家成 三鋒 2:07:56

63 5142 男 男先進二 劉健忠 越野百人 2:08:09

64 5036 男 男先進二 梁志偉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08:27

65 5162 男 男先進二 梁漫前 朋友文娛體育會 2:09:28

66 5129 男 男先進二 陳榕生 個人 2:09:37

67 5094 男 男先進二 楊紹宗 馬拉松推廣會 2:09:54

68 5097 男 男先進二 李穎康 馬拉松推廣會 2:10:02

69 5154 男 男先進二 劉潔深 文根 2:11:06

70 5184 男 男先進二 紀可為 個人 2:11:21

71 5181 男 男先進二 陳永禧 個人 2:11:42

72 5065 男 男先進二 黃斯達 澳門空手道澳武館 2:11:54

73 5040 男 男先進二 霍偉飈 個人 2:12:58

74 5003 男 男先進二 朱藝宇 個人 2:13:28

75 5109 男 男先進二 駱雲健 RUN PLUS 2:13:31

76 5057 男 男先進二 陳楚民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2:16:56

77 5027 男 男先進二 許賢鍵 風雷 2:18:58

78 5119 男 男先進二 劉善斌 風雷 2:20:06

79 5100 男 男先進二 黃家彥 個人 2:22:32

80 5001 男 男先進二 謝孝慈 個人 2:23:39

81 5179 男 男先進二 蕭達華 個人 2:30:29

82 5177 男 男先進二 楊君勞 風雷 2:30:47

83 5025 男 男先進二 曾霆 風雷 2:31:44

84 5035 男 男先進二 蔡清禮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35:32

85 5182 男 男先進二 梁偉漢 個人 2:36:19

86 5133 男 男先進二 陳保東 中銀體協 2:36:56

87 5180 男 男先進二 周文書 魂跑團 2:37:06

88 5019 男 男先進二 蘇國勇 風雷 2:37:35

89 5043 男 男先進二 蔣永恆 個人 2:37:39

90 5041 男 男先進二 趙華林 個人 2:37:41

91 5168 男 男先進二 陸朗威 彩虹馬拉松團 2:38:34

92 5153 男 男先進二 馮柏基 文根 2:40:22

93 5034 男 男先進二 何勇成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44:12

94 5090 男 男先進二 何長勝 三鋒 2:44:19

95 5093 男 男先進二 麥錦鵬 澳門精英體育會 2:53:06

5160 男 男先進二 崔國穎 朋友文娛體育會

5102 男 男先進二 黃少銘 個人

5060 男 男先進二 容保健 泥馬體育會

5183 男 男先進二 古國源 朋友文娛體育會

5144 男 男先進二 溫永雄 越野百人

5143 男 男先進二 ANACLETO DE JESUS DA SILVA CABACA越野百人

5141 男 男先進二 CONCEICAO RIBEIRO RUI MIGUEL越野百人

5031 男 男先進二 RAWAT PANKAJ 風雷

5185 男 男先進二 RAWAT PANKAJ 風雷

5174 男 男先進二 RIGOBERTO DOS SANTOS POUPINHO MADEIRA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5176 男 男先進二 WATTERUD DEREK JAY個人

5050 男 男先進二 蔡志華 個人

5157 男 男先進二 蔡忠民 朋友文娛體育會

5044 男 男先進二 曾泉才 個人

5022 男 男先進二 陳岸農 風雷

5028 男 男先進二 陳富明 風雷

5113 男 男先進二 陳嘉強 愛跑聯盟

5148 男 男先進二 陳健基 越野百人

5140 男 男先進二 陳金 傳福體育會



5058 男 男先進二 陳明輝 紅纖

5155 男 男先進二 陳偉焯 朋友文娛體育會

5085 男 男先進二 陳偉康 三鋒

5055 男 男先進二 陳偉琪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5178 男 男先進二 陳志強 個人

5076 男 男先進二 鄧錦榮 松山晚運之友會

5007 男 男先進二 丁凱欣 風雷

5114 男 男先進二 馮家民 愛跑聯盟

5049 男 男先進二 馮澤宏 個人

5131 男 男先進二 關家明 個人

5051 男 男先進二 關偉文 BE-1

5171 男 男先進二 何春成 彩虹馬拉松團

5121 男 男先進二 洪智德 魂跑團

5004 男 男先進二 胡穎聰 風雷

5152 男 男先進二 黃棣強 恆信

5047 男 男先進二 黃國中 風雷

5048 男 男先進二 黃華倫 個人

5018 男 男先進二 黃俊偉 風雷

5080 男 男先進二 黃志權 松山晚運之友會

5075 男 男先進二 焦志雄 松山晚運之友會

5172 男 男先進二 藍黃騰 彩虹馬拉松團

5117 男 男先進二 李傑奇 風雷

5130 男 男先進二 李進堅 個人

5111 男 男先進二 李少洪 愛跑聯盟

5046 男 男先進二 李雲龍 風雷

5145 男 男先進二 李兆基 越野百人

5169 男 男先進二 李祖輝 彩虹馬拉松團

5009 男 男先進二 練亦強 風雷

5124 男 男先進二 梁國鵬 魂跑團

5081 男 男先進二 梁建青 三鋒

5098 男 男先進二 梁晉賢 馬拉松推廣會

5163 男 男先進二 梁青源 朋友文娛體育會

5032 男 男先進二 梁嘯龍 個人

5112 男 男先進二 梁志泉 愛跑聯盟

5024 男 男先進二 林燦堂 風雷

5074 男 男先進二 林家輝 松山晚運之友會

5170 男 男先進二 林儉波 彩虹馬拉松團

5021 男 男先進二 林明信 風雷

5095 男 男先進二 劉海明 馬拉松推廣會

5096 男 男先進二 盧奮 馬拉松推廣會

5008 男 男先進二 呂健超 風雷

5106 男 男先進二 呂銘毅 澳門風跑團

5122 男 男先進二 馬俊峰 魂跑團

5147 男 男先進二 麥貯之 越野百人

5092 男 男先進二 歐民計 個人

5033 男 男先進二 潘大成 個人

5128 男 男先進二 潘偉 魂跑團

5086 男 男先進二 區力行 三鋒

5126 男 男先進二 闕永健 魂跑團

5139 男 男先進二 施軍 傳福體育會

5165 男 男先進二 施彥璋 朋友文娛體育會

5023 男 男先進二 譚國雄 風雷

5104 男 男先進二 譚仲勝 個人

5103 男 男先進二 王桂坤 個人

5062 男 男先進二 魏春光 熊貓體育會

5061 男 男先進二 吳軍民 熊貓體育會

5138 男 男先進二 吳耀明 傳福體育會



5118 男 男先進二 吳志偉 風雷

5161 男 男先進二 伍志聯 朋友文娛體育會

5052 男 男先進二 蕭炳佳 BE-1

5073 男 男先進二 徐組森 松山晚運之友會

5082 男 男先進二 英偉鏘 三鋒

5132 男 男先進二 張富棠 個人

5026 男 男先進二 趙關懷 風雷

5017 男 男先進二 趙擎天 風雷

5069 男 男先進二 鄭嘉豪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5088 男 男先進二 鄭健鋒 三鋒

5063 男 男先進二 鄭善培 長跑聯盟

5077 男 男先進二 鄭玉泉 松山晚運之友會

5110 男 男先進二 周成俊 愛跑聯盟

5087 男 男先進二 周國龍 三鋒

5020 男 男先進二 周志雄 風雷

5014 男 男先進二 周智德 風雷

5045 男 男先進二 周子鍵 風雷

1 6072 男 男先進三 林澤賢 長跑聯盟 1:26:19

2 6158 男 男先進三 郭志端 朋友文娛體育會 1:28:10

3 6111 男 男先進三 陸偉堅 澳門精英體育會 1:28:39

4 6073 男 男先進三 林永喜 長跑聯盟 1:32:12

5 6174 男 男先進三 李宗彥 個人 1:36:29

6 6138 男 男先進三 林智明 越野百人 1:36:51

7 6146 男 男先進三 顧志華 文根 1:37:37

8 6030 男 男先進三 陳錫添 風雷 1:37:39

9 6070 男 男先進三 劉振揮 泥馬體育會 1:37:57

10 6028 男 男先進三 馮健良 風雷 1:38:51

11 6113 男 男先進三 管小斌 澳門精英體育會 1:39:30

12 6043 男 男先進三 林錦培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41:27

13 6103 男 男先進三 張成就 三鋒 1:41:46

14 6027 男 男先進三 歐永彤 風雷 1:42:42

15 6033 男 男先進三 岳宗斌 風雷 1:43:32

16 6160 男 男先進三 鄭錦明 朋友文娛體育會 1:44:18

17 6176 男 男先進三 陳浩和 個人 1:44:26

18 6153 男 男先進三 黃志明 朋友文娛體育會 1:49:01

19 6107 男 男先進三 白志敏 三鋒 1:49:26

20 6071 男 男先進三 李國松 長跑聯盟 1:50:43

21 6157 男 男先進三 黃偉鵬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1:00

22 6099 男 男先進三 莫城西 三鋒 1:51:35

23 6035 男 男先進三 周杰華 風雷 1:52:14

24 6079 男 男先進三 郭日帶 澳門跑友會 1:52:29

25 6147 男 男先進三 黃家祥 文根 1:53:05

26 6159 男 男先進三 何明強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4:08

27 6110 男 男先進三 黃鏡明 個人 1:54:25

28 6137 男 男先進三 蘇德昌 越野百人 1:54:50

29 6015 男 男先進三 吳鴻圖 風雷 1:54:56

30 6013 男 男先進三 周連安 風雷 1:55:11

31 6054 男 男先進三 蘇兆明 個人 1:55:18

32 6104 男 男先進三 鄭國棟 三鋒 1:55:45

33 6060 男 男先進三 張健祥 個人 1:55:48

34 6048 男 男先進三 鍾日有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56:17

35 6136 男 男先進三 鄧漢榮 越野百人 1:56:24

36 6024 男 男先進三 黃桂柏 風雷 1:56:27

37 6102 男 男先進三 梁志強 三鋒 1:56:31

38 6148 男 男先進三 余慶就 文根 1:57:50

39 6120 男 男先進三 曾肇強 馬拉松推廣會 1:58:10

40 6135 男 男先進三 林紹源 個人 1:58:27



41 6051 男 男先進三 陳志明 個人 1:58:44

42 6003 男 男先進三 李必祿 個人 1:59:01

43 6074 男 男先進三 鄧達榮 長跑聯盟 1:59:47

44 6116 男 男先進三 鄺鉅源 馬拉松推廣會 2:00:40

45 6046 男 男先進三 馮德安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00:43

46 6047 男 男先進三 楊偉昌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01:18

47 6161 男 男先進三 何世明 朋友文娛體育會 2:01:49

48 6108 男 男先進三 李忠 三鋒 2:04:32

49 6163 男 男先進三 吳鏡棠 彩虹馬拉松團 2:04:38

50 6055 男 男先進三 梁仲華 個人 2:04:50

51 6139 男 男先進三 陳希明 越野百人 2:05:06

52 6018 男 男先進三 陳仁彪 風雷 2:05:12

53 6075 男 男先進三 林炳發 長跑聯盟 2:05:34

54 6061 男 男先進三 王穎中 個人 2:05:41

55 6171 男 男先進三 潘佳遠 彩虹馬拉松團 2:07:11

56 6062 男 男先進三 姚志剛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2:07:48

57 6020 男 男先進三 彭錦添 風雷 2:08:53

58 6034 男 男先進三 翟貴銀 風雷 2:09:07

59 6053 男 男先進三 吳耀強 個人 2:10:18

60 6109 男 男先進三 譚銳光 三鋒 2:11:09

61 6173 男 男先進三 蘇有強 世紀 2:11:45

62 6021 男 男先進三 袁美德 風雷 2:12:03

63 6041 男 男先進三 林若堅 個人 2:13:26

64 6154 男 男先進三 何金滿 朋友文娛體育會 2:13:41

65 6004 男 男先進三 賴健雄 個人 2:13:41

66 6142 男 男先進三 李志強 個人 2:13:41

67 6005 男 男先進三 陳達夫 個人 2:13:56

68 6063 男 男先進三 謝國振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2:14:13

69 6078 男 男先進三 區僑恩 凌鋒 2:14:28

70 6010 男 男先進三 劉炳焜 風雷 2:14:40

71 6141 男 男先進三 陸錦源 越野百人 2:14:58

72 6064 男 男先進三 林海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2:15:56

73 6050 男 男先進三 蕭偉年 個人 2:16:50

74 6093 男 男先進三 林紹昌 松山晚運之友會 2:18:04

75 6152 男 男先進三 劉偉川 朋友文娛體育會 2:18:10

76 6124 男 男先進三 胡焯鴻 赤兔瘋跑團 2:18:41

77 6031 男 男先進三 葉北銘 風雷 2:21:32

78 6118 男 男先進三 馬萬龍 馬拉松推廣會 2:23:25

79 6037 男 男先進三 羅偉昌 風雷 2:23:38

80 6114 男 男先進三 蕭錦輝 馬拉松推廣會 2:23:41

81 6023 男 男先進三 區潤華 風雷 2:24:14

82 6126 男 男先進三 林志堅 愛跑聯盟 2:24:36

83 6049 男 男先進三 李錦賢 俊興體育會 2:24:38

84 6100 男 男先進三 李志剛 三鋒 2:24:56

85 6058 男 男先進三 潘保其 個人 2:28:25

86 6168 男 男先進三 何錦洪 彩虹馬拉松團 2:30:24

87 6001 男 男先進三 梁增富 綠川 2:36:02

88 6177 男 男先進三 吳耀明 個人 2:36:44

89 6067 男 男先進三 程朝暉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2:40:44

90 6106 男 男先進三 VARELA DOS REIS JOSE ALEXANDRE三鋒 2:42:35

91 6119 男 男先進三 胡廣生 馬拉松推廣會 2:43:09

92 6045 男 男先進三 張少東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44:12

93 6167 男 男先進三 李順明 彩虹馬拉松團 2:48:09

6022 男 男先進三 許柏康 風雷

6019 男 男先進三 陳榮基 風雷

6172 男 男先進三 梁耀鴻 彩虹馬拉松團

6080 男 男先進三 GUTERRES JUNIOR JOAO MANUEL澳門跑友會



6105 男 男先進三 陳國雄 三鋒

6052 男 男先進三 蔣國仲 個人 1:33:29

6117 男 男先進三 徐錫安 馬拉松推廣會 1:35:10

6081 男 男先進三 NORONHA MANUEL ANTONIO澳門跑友會

6112 男 男先進三 TELO MEXIA JOAO CARLOS BAPTISTA SOARES澳門精英體育會

6094 男 男先進三 布允漢 松山晚運之友會

6012 男 男先進三 岑應長 風雷

6038 男 男先進三 陳宏亢 風雷

6044 男 男先進三 陳紹勤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6140 男 男先進三 陳維俊 越野百人

6123 男 男先進三 陳貽勤 個人

6016 男 男先進三 陳永樂 風雷

6056 男 男先進三 陳子誠 個人

6086 男 男先進三 鄧偉良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6008 男 男先進三 董滿元 風雷

6128 男 男先進三 馮要南 愛跑聯盟

6170 男 男先進三 馮志剛 彩虹馬拉松團

6042 男 男先進三 高小慧 個人

6068 男 男先進三 高仲銘 紅纖

6084 男 男先進三 關鋒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6130 男 男先進三 關子聰 風雷

6089 男 男先進三 郭景輝 松山晚運之友會

6098 男 男先進三 何錦棠 三鋒

6088 男 男先進三 何文聲 松山晚運之友會

6121 男 男先進三 何振明 馬拉松推廣會

6125 男 男先進三 黃國旗 個人

6096 男 男先進三 黃國強 三鋒

6057 男 男先進三 黃洪光 個人

6076 男 男先進三 黃立峰 長跑聯盟

6092 男 男先進三 黃偉超 松山晚運之友會

6002 男 男先進三 黃志光 合利

6011 男 男先進三 駱雲光 風雷

6083 男 男先進三 蔣仲良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6090 男 男先進三 勞志成 松山晚運之友會

6145 男 男先進三 黎建中 文根

6032 男 男先進三 黎耀強 風雷

6155 男 男先進三 黎鎮榮 朋友文娛體育會

6162 男 男先進三 李高倫 個人

6082 男 男先進三 李文生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6149 男 男先進三 李耀輝 文根

6077 男 男先進三 李永生 澳門空手道澳武館

6085 男 男先進三 李兆林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6087 男 男先進三 李仲明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6040 男 男先進三 梁劍璽 個人

6059 男 男先進三 梁實秋 風雷

6127 男 男先進三 林啟新 愛跑聯盟

6150 男 男先進三 林慶璋 文根

6169 男 男先進三 林偉雄 彩虹馬拉松團

6065 男 男先進三 林梓建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6151 男 男先進三 劉國文 朋友文娛體育會

6165 男 男先進三 劉永強 彩虹馬拉松團

6129 男 男先進三 盧志昌 愛跑聯盟

6009 男 男先進三 陸華 風雷

6132 男 男先進三 陸鍵玲 魂跑團

6036 男 男先進三 陸植淦 風雷

6095 男 男先進三 麥金明 三鋒

6143 男 男先進三 莫炳基 水電工會



6007 男 男先進三 容永光 風雷

6039 男 男先進三 施明道 風雷

6164 男 男先進三 譚錦源 彩虹馬拉松團

6017 男 男先進三 譚君普 風雷

6026 男 男先進三 譚偉明 風雷

6156 男 男先進三 譚賢添 朋友文娛體育會

6131 男 男先進三 譚鎮輝 風雷

6166 男 男先進三 吳偉明 彩虹馬拉松團

6133 男 男先進三 吳醒球 魂跑團

6144 男 男先進三 伍家駿 文根

6006 男 男先進三 冼偉傑 風雷

6014 男 男先進三 蕭嘉明 風雷

6115 男 男先進三 徐錫棠 馬拉松推廣會

6066 男 男先進三 徐永靜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6091 男 男先進三 葉志明 松山晚運之友會

6025 男 男先進三 尹嘉航 風雷

6134 男 男先進三 張啤仔 個人

6069 男 男先進三 張永根 泥馬體育會

6097 男 男先進三 招少輝 三鋒

6101 男 男先進三 鄭錦華 三鋒

6122 男 男先進三 鄭子航 馬拉松推廣會

6029 男 男先進三 朱鉅明 風雷

6175 男 男先進三 鄒文慶 個人

1 3050 男 男壯年 馮瑛瑋 個人 1:19:23

2 3293 男 男壯年 陳百全 個人 1:19:43

3 3058 男 男壯年 陳振傑 BE-1 1:20:54

4 3189 男 男壯年 黃偉明 個人 1:21:25

5 3059 男 男壯年 郭志瑋 BE-1 1:22:16

6 3073 男 男壯年 何常全 長跑聯盟 1:22:22

7 3035 男 男壯年 李椅嘉 風雷 1:23:09

8 3241 男 男壯年 曾英龍 越野百人 1:24:22

9 3296 男 男壯年 何永冲 個人 1:24:41

10 3055 男 男壯年 羅偉大 風雷 1:24:45

11 3118 男 男壯年 何健輝 三鋒 1:25:43

12 3216 男 男壯年 施銘璋 魂跑團 1:27:56

13 3313 男 男壯年 RAI BIRU 個人 1:27:58

14 3002 男 男壯年 劉偉雄 長城 1:28:09

15 3218 男 男壯年 吳貴棠 魂跑團 1:28:14

16 3030 男 男壯年 陳鑫德 風雷 1:28:20

17 3060 男 男壯年 陳永裕 BE-1 1:28:51

18 3276 男 男壯年 陸兆浩 個人 1:29:11

19 3114 男 男壯年 鄺志豪 三鋒 1:29:28

20 3321 男 男壯年 陳豪進 個人 1:31:01

21 3128 男 男壯年 許海波 馬拉松推廣會 1:31:01

22 3249 男 男壯年 龍保興 越野百人 1:31:35

23 3322 男 男壯年 黃燿財 RUN PLUS 1:31:58

24 3307 男 男壯年 胡智謙 個人 1:32:40

25 3214 男 男壯年 郭健濠 魂跑團 1:33:31

26 3213 男 男壯年 梁永健 魂跑團 1:33:56

27 3026 男 男壯年 吳毅文 風雷 1:34:02

28 3187 男 男壯年 王嘉華 個人 1:34:42

29 3257 男 男壯年 羅家安 越野百人 1:34:53

30 3269 男 男壯年 蘇文健 朋友文娛體育會 1:35:00

31 3188 男 男壯年 陳智鴻 個人 1:35:24

32 3217 男 男壯年 趙嘉沛 魂跑團 1:35:33

33 3221 男 男壯年 駱乾斌 魂跑團 1:35:44

34 3250 男 男壯年 李浩陽 越野百人 1:36:15



35 3228 男 男壯年 甘子幫 魂跑團 1:36:19

36 3229 男 男壯年 譚宏瀚 兩海 1:37:02

37 3253 男 男壯年 許帆 越野百人 1:37:23

38 3103 男 男壯年 陳俊言 三鋒 1:38:03

39 3018 男 男壯年 鄧榕權 風雷 1:38:07

40 3053 男 男壯年 羅金堂 個人 1:38:14

41 3075 男 男壯年 邵銘言 個人 1:38:15

42 3071 男 男壯年 陳永誠 泥馬體育會 1:38:25

43 3033 男 男壯年 陳淵琪 風雷 1:38:58

44 3183 男 男壯年 楊諄 個人 1:39:21

45 3236 男 男壯年 朱沛祺 中銀體協 1:39:38

46 3290 男 男壯年 梁志偉 世紀 1:39:46

47 3044 男 男壯年 吳振輝 個人 1:40:02

48 3141 男 男壯年 梁兆聰 個人 1:40:09

49 3326 男 男壯年 翁家俊 個人 1:40:17

50 3259 男 男壯年 李健恆 陳式太極 1:40:49

51 3180 男 男壯年 吳漢賢 粵華中學 1:41:02

52 3006 男 男壯年 梁耀華 楓樺 1:41:08

53 3306 男 男壯年 關劍波 馬拉松推廣會 1:41:30

54 3056 男 男壯年 梁永浩 個人 1:41:39

55 3224 男 男壯年 徐志文 魂跑團 1:41:52

56 3247 男 男壯年 楊高寶 越野百人 1:41:58

57 3245 男 男壯年 戴穎強 越野百人 1:42:09

58 3274 男 男壯年 梁兆隆 朋友文娛體育會 1:42:28

59 3029 男 男壯年 黃宇棋 風雷 1:42:28

60 3192 男 男壯年 李蘊力 魂跑團 1:42:32

61 3036 男 男壯年 施銘炘 風雷 1:42:35

62 3255 男 男壯年 朱子鋒 越野百人 1:42:49

63 3112 男 男壯年 陳強匡 三鋒 1:42:59

64 3047 男 男壯年 林嘉良 俊興體育會 1:43:11

65 3070 男 男壯年 繆瑞祺 泥馬體育會 1:43:11

66 3042 男 男壯年 余寶祥 個人 1:43:46

67 3260 男 男壯年 李振鵬 合群 1:43:51

68 3165 男 男壯年 吳令揮 RUN PLUS 1:43:51

69 3032 男 男壯年 黃家明 風雷 1:43:52

70 3325 男 男壯年 劉志斌 個人 1:44:01

71 3119 男 男壯年 李錦全 三鋒 1:44:06

72 3204 男 男壯年 劉家樑 魂跑團 1:44:36

73 3297 男 男壯年 蔡楚康 個人 1:44:47

74 3254 男 男壯年 劉鏗泰 越野百人 1:45:05

75 3246 男 男壯年 張志民 越野百人 1:45:05

76 3066 男 男壯年 劉志鋒 紅纖 1:45:24

77 3207 男 男壯年 王志峰 魂跑團 1:45:31

78 3275 男 男壯年 白華藝 個人 1:45:40

79 3016 男 男壯年 余俊禧 風雷 1:45:40

80 3136 男 男壯年 黃嘉偉 個人 1:46:28

81 3310 男 男壯年 陳偉賢 個人 1:46:44

82 3202 男 男壯年 留凌峰 魂跑團 1:47:01

83 3317 男 男壯年 林偉濠 個人 1:47:01

84 3308 男 男壯年 周偉文 個人 1:47:24

85 3121 男 男壯年 陳永雄 三鋒 1:47:39

86 3256 男 男壯年 周翀 越野百人 1:47:40

87 3166 男 男壯年 陳偉發 RUN PLUS 1:49:05

88 3140 男 男壯年 柯助錄 個人 1:49:12

89 3072 男 男壯年 黎志強 長跑聯盟 1:50:24

90 3186 男 男壯年 梁積權 個人 1:50:44

91 3129 男 男壯年 羅宏安 馬拉松推廣會 1:51:07



92 3161 男 男壯年 李肇麟 RUN PLUS 1:51:09

93 3051 男 男壯年 何綿生 個人 1:51:14

94 3089 男 男壯年 梁明輝 松山晚運之友會 1:51:32

95 3251 男 男壯年 古立賢 越野百人 1:51:47

96 3037 男 男壯年 張羽源 風雷 1:51:59

97 3203 男 男壯年 劉偉雄 魂跑團 1:52:01

98 3205 男 男壯年 羅業毅 魂跑團 1:52:07

99 3135 男 男壯年 賈日恆 友義體育會 1:52:19

100 3280 男 男壯年 吳超耀 彩虹馬拉松團 1:52:21

101 3315 男 男壯年 鄭凱鋒 個人 1:52:21

102 3289 男 男壯年 劉天賜 彩虹馬拉松團 1:52:40

103 3143 男 男壯年 朱德憲 個人 1:52:55

104 3096 男 男壯年 劉宇偉 個人 1:52:58

105 3093 男 男壯年 陳廣文 松山晚運之友會 1:53:25

106 3031 男 男壯年 馮溢標 風雷 1:53:58

107 3292 男 男壯年 岑志納 高得利 1:54:07

108 3065 男 男壯年 李國偉 紅纖 1:54:07

109 3199 男 男壯年 梁釗明 魂跑團 1:54:17

110 3208 男 男壯年 黃毅聰 魂跑團 1:54:27

111 3324 男 男壯年 黃景笙 個人 1:54:58

112 3168 男 男壯年 辛孟曦 RUN PLUS 1:55:14

113 3079 男 男壯年 劉家麟 澳門跑友會 1:55:17

114 3162 男 男壯年 蘇意威 RUN PLUS 1:55:25

115 3116 男 男壯年 李偉強 三鋒 1:55:26

116 3266 男 男壯年 李健明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5:33

117 3091 男 男壯年 冼兆聲 松山晚運之友會 1:55:37

118 3299 男 男壯年 彭健偉 個人 1:56:09

119 3329 男 男壯年 譚振業 越野百人 1:56:34

120 3094 男 男壯年 仇治平 個人 1:56:37

121 3117 男 男壯年 梁勤 三鋒 1:56:40

122 3312 男 男壯年 DE FREITAS MARQUES DE AREDE PEDRO個人 1:56:45

123 3309 男 男壯年 羅展鵬 個人 1:56:53

124 3170 男 男壯年 潘家亮 RUN PLUS 1:57:01

125 3242 男 男壯年 黎樹榮 越野百人 1:57:17

126 3314 男 男壯年 陳志榮 個人 1:58:34

127 3163 男 男壯年 李嘉耀 RUN PLUS 1:58:54

128 3210 男 男壯年 黃國強 魂跑團 1:58:58

129 3278 男 男壯年 詹浩森 彩虹馬拉松團 1:59:02

130 3302 男 男壯年 韋竣善 個人 1:59:15

131 3311 男 男壯年 趙德霖 個人 1:59:24

132 3200 男 男壯年 陳廣超 魂跑團 1:59:32

133 3097 男 男壯年 潘嘉倫 個人 1:59:47

134 3137 男 男壯年 林栢熙 個人 1:59:57

135 3160 男 男壯年 盧浩然 RUN PLUS 2:00:05

136 3157 男 男壯年 秦嘉淼 個人 2:00:06

137 3177 男 男壯年 傅朗輝 個人 2:00:16

138 3328 男 男壯年 張天傑 越野百人 2:00:33

139 3151 男 男壯年 文顥雲 鴻威文娛體育會 2:01:22

140 3240 男 男壯年 梁英杰 越野百人 2:01:36

141 3153 男 男壯年 沈觀堡 田徑之友 2:02:10

142 3154 男 男壯年 鍾達富 田徑之友 2:02:10

143 3185 男 男壯年 羅俊豪 個人 2:02:52

144 3182 男 男壯年 潘志光 個人 2:03:06

145 3184 男 男壯年 伍志偉 個人 2:03:07

146 3028 男 男壯年 岑浩銓 風雷 2:04:27

147 3226 男 男壯年 古永富 魂跑團 2:04:33

148 3049 男 男壯年 張健強 個人 2:05:18



149 3237 男 男壯年 趙灝 中銀體協 2:05:55

150 3052 男 男壯年 謝子豪 個人 2:06:20

151 3227 男 男壯年 何耀祖 魂跑團 2:06:33

152 3025 男 男壯年 孔德安 風雷 2:06:50

153 3193 男 男壯年 曹啟豪 魂跑團 2:06:57

154 3305 男 男壯年 霍樹培 個人 2:07:03

155 3045 男 男壯年 梁漢強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09:23

156 3164 男 男壯年 林國棠 RUN PLUS 2:09:30

157 3234 男 男壯年 何志華 中銀體協 2:10:16

158 3273 男 男壯年 蔡愛榮 朋友文娛體育會 2:10:55

159 3327 男 男壯年 伍志峰 個人 2:10:55

160 3061 男 男壯年 劉嘉健 個人 2:11:21

161 3285 男 男壯年 梁敬豪 彩虹馬拉松團 2:11:26

162 3281 男 男壯年 李健成 彩虹馬拉松團 2:11:47

163 3022 男 男壯年 關耀杰 風雷 2:13:21

164 3222 男 男壯年 黃偉波 魂跑團 2:13:24

165 3300 男 男壯年 黃子基 個人 2:13:31

166 3264 男 男壯年 譚家威 文根 2:14:07

167 3100 男 男壯年 林曉豐 三鋒 2:14:22

168 3046 男 男壯年 何志濤 俊興體育會 2:15:12

169 3323 男 男壯年 楊毅明 個人 2:15:27

170 3320 男 男壯年 陳耀光 個人 2:15:27

171 3197 男 男壯年 李銘璋 魂跑團 2:15:36

172 3173 男 男壯年 林國言 RUN PLUS 2:15:58

173 3041 男 男壯年 陳少斌 個人 2:15:59

174 3054 男 男壯年 孫文偉 風雷 2:16:06

175 3248 男 男壯年 王添成 越野百人 2:17:12

176 3077 男 男壯年 楊幸和 澳門空手道澳武館 2:18:30

177 3076 男 男壯年 朱啟忠 特奧力量 2:18:33

178 3124 男 男壯年 張國富 高德利 2:22:47

179 3258 男 男壯年 黃志彬 越野百人 2:23:02

180 3098 男 男壯年 黃健漢 三鋒 2:24:09

181 3017 男 男壯年 鄭照威 風雷 2:25:05

182 3175 男 男壯年 譚樂恩 個人 2:26:26

183 3087 男 男壯年 盧沛麟 松山晚運之友會 2:27:36

184 3265 男 男壯年 梁才偉 朋友文娛體育會 2:31:31

185 3158 男 男壯年 梁堅傑 赤兔瘋跑團 2:32:04

186 3319 男 男壯年 李衛文 個人 2:33:19

187 3115 男 男壯年 MENDES DE AZEVEDO TIAGO三鋒 2:34:19

188 3244 男 男壯年 趙謙溢 越野百人 2:34:50

189 3005 男 男壯年 黎亮 楓樺 2:37:14

190 3304 男 男壯年 楊敏聰 個人 2:37:17

191 3131 男 男壯年 關昭華 個人 2:40:10

3159 男 男壯年 陸昭明 澳門風跑團

3263 男 男壯年 陳忠明 文根

3008 男 男壯年 黃裕衡 合利

3015 男 男壯年 廖耀暉 風雷

3085 男 男壯年 崔勵進 松山晚運之友會

3080 男 男壯年 曾子軒 個人

3181 男 男壯年 張威民 粵華中學

3067 男 男壯年 鮑子健 紅纖

3125 男 男壯年 黃錫文 個人

3298 男 男壯年 李沛偉 個人

3294 男 男壯年 梁豪亮 高得利

3316 男 男壯年 林銳雄 個人

3062 男 男壯年 譚傑榮 個人

3287 男 男壯年 余浩雄 彩虹馬拉松團



3239 男 男壯年 JORDAN TOM JONES GUTIERREZ越野百人

3099 男 男壯年 MOTADEMELO HEITOR GONCALO JOES三鋒

3127 男 男壯年 蔡寶成 澳門精英體育會

3147 男 男壯年 陳超群 個人

3138 男 男壯年 陳綽傑 個人

3043 男 男壯年 陳家俊 個人

3252 男 男壯年 陳嘉傑 越野百人

3104 男 男壯年 陳健雄 三鋒

3113 男 男壯年 陳健業 三鋒

3004 男 男壯年 陳偉雄 楓樺

3038 男 男壯年 陳文俊 風雷

3198 男 男壯年 陳永培 魂跑團

3014 男 男壯年 陳餘生 風雷

3007 男 男壯年 陳子成 好運

3134 男 男壯年 崔健強 友義體育會

3172 男 男壯年 鄧健敏 RUN PLUS

3145 男 男壯年 段建坤 個人

3233 男 男壯年 方志豪 兩海

3191 男 男壯年 馮偉洪 風雷

3286 男 男壯年 馮志成 彩虹馬拉松團

3268 男 男壯年 高偉珩 朋友文娛體育會

3101 男 男壯年 何家傑 三鋒

3219 男 男壯年 何建宗 魂跑團

3262 男 男壯年 何敬成 文根

3109 男 男壯年 何維昌 三鋒

3088 男 男壯年 胡文俊 松山晚運之友會

3230 男 男壯年 許家豪 兩海

3270 男 男壯年 黃紀樂 朋友文娛體育會

3122 男 男壯年 黃家豪 三鋒

3034 男 男壯年 黃嘉良 風雷

3206 男 男壯年 黃龍嵐 魂跑團

3105 男 男壯年 黃榮峰 三鋒

3261 男 男壯年 黃思捷 華信

3123 男 男壯年 黃偉陞 高德利

3282 男 男壯年 黃偉濤 彩虹馬拉松團

3013 男 男壯年 黃響麟 泰山

3107 男 男壯年 黃遠志 三鋒

3023 男 男壯年 黃展鵬 風雷

3090 男 男壯年 黃震邦 松山晚運之友會

3074 男 男壯年 黃志偉 長跑聯盟

3215 男 男壯年 駱裕飛 魂跑團

3130 男 男壯年 黎德祺 馬拉松推廣會

3021 男 男壯年 李柏濠 風雷

3152 男 男壯年 李春華 鴻威文娛體育會

3108 男 男壯年 李浩銘 三鋒

3082 男 男壯年 李建明 松山晚運之友會

3092 男 男壯年 李凱勤 松山晚運之友會

3069 男 男壯年 李荔鋒 紅纖

3020 男 男壯年 李沛新 風雷

3063 男 男壯年 李樹森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3146 男 男壯年 李永基 個人

3195 男 男壯年 李振良 魂跑團

3318 男 男壯年 李志煌 個人

3078 男 男壯年 李治強 澳門跑友會

3126 男 男壯年 李子健 澳門精英體育會

3003 男 男壯年 梁宏斌 華迪

3039 男 男壯年 梁健豪 風雷



3288 男 男壯年 梁健強 彩虹馬拉松團

3150 男 男壯年 梁俊聲 鴻威文娛體育會

3271 男 男壯年 梁韋洛 朋友文娛體育會

3083 男 男壯年 梁偉鴻 松山晚運之友會

3220 男 男壯年 梁耀昌 魂跑團

3155 男 男壯年 梁兆昌 個人

3212 男 男壯年 梁志鴻 魂跑團

3194 男 男壯年 林國偉 魂跑團

3196 男 男壯年 林家威 魂跑團

3142 男 男壯年 林凱 個人

3081 男 男壯年 林敏龍 松山晚運之友會

3235 男 男壯年 凌子俊 中銀體協

3148 男 男壯年 盧時傑 個人

3027 男 男壯年 盧志新 風雷

3001 男 男壯年 陸嘉朗 個人

3111 男 男壯年 羅國峰 三鋒

3243 男 男壯年 羅年威 越野百人

3084 男 男壯年 羅文彪 松山晚運之友會

3133 男 男壯年 呂吉林 個人

3295 男 男壯年 麥健銘 個人

3174 男 男壯年 麥治中 紅藍體育會

3144 男 男壯年 莫自豪 個人

3012 男 男壯年 寧軍軍 丹瑞

3139 男 男壯年 潘健恆 個人

3225 男 男壯年 彭梓傑 魂跑團

3132 男 男壯年 任國富 個人

3209 男 男壯年 施偉銘 魂跑團

3171 男 男壯年 蘇國豪 RUN PLUS

3267 男 男壯年 孫德麟 朋友文娛體育會

3110 男 男壯年 談永強 三鋒

3102 男 男壯年 譚順益 三鋒

3232 男 男壯年 萬榕根 兩海

3223 男 男壯年 汪栢靈 魂跑團

3284 男 男壯年 王飛虎 彩虹馬拉松團

3303 男 男壯年 韋竣星 個人

3201 男 男壯年 吳家權 魂跑團

3156 男 男壯年 吳庭輝 個人

3211 男 男壯年 吳志龍 魂跑團

3283 男 男壯年 吳志榮 彩虹馬拉松團

3178 男 男壯年 吳子斌 愛跑聯盟

3120 男 男壯年 伍劉江 三鋒

3048 男 男壯年 蕭加輝 俊興體育會

3068 男 男壯年 蕭家榮 紅纖

3176 男 男壯年 徐家盛 個人

3279 男 男壯年 徐展聰 彩虹馬拉松團

3167 男 男壯年 楊乾坤 RUN PLUS

3301 男 男壯年 楊偉杰 魂跑團

3291 男 男壯年 楊振龍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3011 男 男壯年 姚啓智 丹瑞

3086 男 男壯年 葉得雨 松山晚運之友會

3179 男 男壯年 葉震熙 愛跑聯盟

3010 男 男壯年 余健輝 創建

3149 男 男壯年 余立波 個人

3106 男 男壯年 張恒 三鋒

3190 男 男壯年 張健龍 個人

3231 男 男壯年 張劍濤 兩海

3057 男 男壯年 張幸志 個人



3169 男 男壯年 張于政 RUN PLUS

3272 男 男壯年 張梓安 朋友文娛體育會

3238 男 男壯年 趙振強 傳福體育會

3024 男 男壯年 鄭澤泓 風雷

3040 男 男壯年 鍾會鋒 個人

3095 男 男壯年 鍾嘉傑 個人

3019 男 男壯年 周祖恩 風雷

3009 男 男壯年 朱健榮 創建

3277 男 男壯年 朱石榮 彩虹馬拉松團

3064 男 男壯年 朱文鋒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1 7065 男 男長青 馮潤輝 泥馬體育會 1:32:56

2 7130 男 男長青 羅傑明 風雷 1:40:17

3 7043 男 男長青 郭伯添 俊興體育會 1:41:30

4 7037 男 男長青 招北潮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1:41:43

5 7064 男 男長青 鄭健潮 泥馬體育會 1:44:17

6 7033 男 男長青 歐國光 風雷 1:44:19

7 7013 男 男長青 黃國華 風雷 1:44:29

8 7062 男 男長青 蔡少灼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1:45:24

9 7053 男 男長青 周志明 個人 1:47:50

10 7128 男 男長青 CHAN SEK KONG JOAO魂跑團 1:48:35

11 7090 男 男長青 區國麟 三鋒 1:48:37

12 7089 男 男長青 曾紹威 三鋒 1:52:03

13 7100 男 男長青 梁兆堅 馬拉松推廣會 1:52:25

14 7008 男 男長青 霍林仔 風雷 1:52:34

15 7094 男 男長青 陳鴻發 澳門精英體育會 1:53:47

16 7081 男 男長青 伍兆強 松山晚運之友會 1:54:08

17 7066 男 男長青 余民富 熊貓體育會 1:54:08

18 7025 男 男長青 黃明燈 風雷 1:54:18

19 7051 男 男長青 黃艾乾 俊興體育會 1:55:18

20 7115 男 男長青 黃志成 朋友文娛體育會 1:57:10

21 7123 男 男長青 何金維 彩虹馬拉松團 1:57:41

22 7018 男 男長青 蘇浩樑 風雷 1:57:44

23 7028 男 男長青 袁華 風雷 1:57:53

24 7063 男 男長青 黃志華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1:58:10

25 7124 男 男長青 胡憲成 彩虹馬拉松團 2:00:41

26 7029 男 男長青 鄭漢樑 風雷 2:00:46

27 7116 男 男長青 黃錦潤 朋友文娛體育會 2:01:28

28 7113 男 男長青 陳思行 華力 2:02:59

29 7010 男 男長青 趙錦江 風雷 2:04:52

30 7060 男 男長青 黃開明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2:05:00

31 7009 男 男長青 洪德標 風雷 2:05:56

32 7104 男 男長青 何健俠 鴻威文娛體育會 2:06:02

33 7059 男 男長青 陳泖河 個人 2:06:27

34 7099 男 男長青 張樹漢 馬拉松推廣會 2:07:32

35 7003 男 男長青 莫錦培 成就 2:07:35

36 7017 男 男長青 余志 風雷 2:07:43

37 7101 男 男長青 雷德新 馬拉松推廣會 2:07:48

38 7050 男 男長青 胡華興 俊興體育會 2:10:02

39 7049 男 男長青 蘇沛能 俊興體育會 2:12:10

40 7044 男 男長青 李少文 俊興體育會 2:12:33

41 7015 男 男長青 郭葉明 風雷 2:13:41

42 7112 男 男長青 李德志 聯樂 2:13:48

43 7038 男 男長青 關國賢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17:03

44 7107 男 男長青 陳通錚 風雷 2:17:03

45 7097 男 男長青 黃英昌 馬拉松推廣會 2:17:29

46 7014 男 男長青 林權勲 風雷 2:17:59

47 7067 男 男長青 謝志雄 長跑聯盟 2:19:04



48 7072 男 男長青 鄺富成 長跑聯盟 2:19:04

49 7027 男 男長青 周杰江 風雷 2:19:46

50 7035 男 男長青 李錦華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20:20

51 7030 男 男長青 吳仕庭 風雷 2:20:25

52 7032 男 男長青 馮炳恆 風雷 2:20:35

53 7039 男 男長青 陳健榮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20:56

54 7129 男 男長青 梁潤祥 個人 2:21:45

55 7040 男 男長青 李肇強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2:23:47

56 7125 男 男長青 黃漢釗 世紀 2:24:49

57 7047 男 男長青 陳偉坤 俊興體育會 2:24:58

58 7110 男 男長青 簡桂泉 閩南五祖 2:26:52

59 7002 男 男長青 梁沛霖 好運 2:28:01

60 7016 男 男長青 洪勝平 風雷 2:35:21

61 7084 男 男長青 曾東來 三鋒 2:36:17

62 7031 男 男長青 許誠謙 風雷 2:36:30

63 7042 男 男長青 陳添有 俊興體育會 2:38:30

64 7117 男 男長青 陳子聰 朋友文娛體育會 2:41:34

65 7026 男 男長青 周連根 風雷 2:41:54

66 7103 男 男長青 謝冠強 個人 2:44:36

67 7006 男 男長青 高福興 風雷 2:48:09

7004 男 男長青 黃志和 個人

7127 男 男長青 HILL DESMOND PETER 個人

7046 男 男長青 曹德順 俊興體育會

7111 男 男長青 陳金慶 的士司機互助會

7082 男 男長青 陳志明 三鋒

7001 男 男長青 戴世華 長城

7106 男 男長青 鄧志豪 RUN PLUS

7021 男 男長青 馮潤良 風雷

7020 男 男長青 馮天順 風雷

7078 男 男長青 馮友權 松山晚運之友會

7007 男 男長青 甘子賢 風雷

7086 男 男長青 何鈿 三鋒

7098 男 男長青 何國成 馬拉松推廣會

7041 男 男長青 胡華康 俊興體育會

7075 男 男長青 許錦輝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7036 男 男長青 許兆基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7085 男 男長青 黃鑑秋 三鋒

7076 男 男長青 黃錦興 松山晚運之友會

7024 男 男長青 黃卓雄 風雷

7069 男 男長青 勞雄生 長跑聯盟

7071 男 男長青 黎耀林 長跑聯盟

7121 男 男長青 李萼洲 朋友文娛體育會

7011 男 男長青 李桂榮 風雷

7045 男 男長青 李坤旺 俊興體育會

7095 男 男長青 李庶平 馬拉松推廣會

7068 男 男長青 李耀興 長跑聯盟

7087 男 男長青 李志輝 三鋒

7048 男 男長青 李子健 俊興體育會

7070 男 男長青 梁秉悰 長跑聯盟

7077 男 男長青 梁少輝 松山晚運之友會

7061 男 男長青 梁章孔 衛生文娛康樂育體會

7079 男 男長青 廖錦潮 松山晚運之友會

7088 男 男長青 廖俊焯 三鋒

7118 男 男長青 林瑞龍 朋友文娛體育會

7023 男 男長青 林兆鋆 風雷

7108 男 男長青 劉振江 魂跑團

7057 男 男長青 陸耀華 風雷



7019 男 男長青 羅耀鴻 風雷

7012 男 男長青 羅振光 風雷

7122 男 男長青 呂鐵樑 彩虹馬拉松團

7093 男 男長青 馬志光 三鋒

7119 男 男長青 麥恒志 江門同鄉會

7096 男 男長青 麥源錦 馬拉松推廣會

7073 男 男長青 梅強文 澳門空手道澳武館

7022 男 男長青 施民 風雷

7034 男 男長青 蘇敏毅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7055 男 男長青 吳家昌 個人

7083 男 男長青 吳蔭強 三鋒

7074 男 男長青 吳煜基 科健競技體適能協會

7109 男 男長青 冼傑生 個人

7102 男 男長青 謝恩昌 馬拉松推廣會

7092 男 男長青 謝國鋒 三鋒

7105 男 男長青 楊秉忠 澳門風跑團

7080 男 男長青 楊東生 松山晚運之友會

7054 男 男長青 楊瑞龍 個人

7058 男 男長青 楊永康 風雷

7056 男 男長青 楊志權 風雷

7005 男 男長青 張立明 個人

7052 男 男長青 鄭華亮 俊興體育會

7091 男 男長青 鄭錦利 三鋒

7114 男 男長青 鄭潤南 朋友文娛體育會

7126 男 男長青 周錦文 世紀

7120 男 男長青 周一強 朋友文娛體育會

1 1001 男 男青 李勁傑 BE-1 1:23:21

2 1007 男 男青 鄧家煒 高德利 1:25:59

3 1005 男 男青 孫宇聰 高德利 1:48:31

4 1003 男 男青 周永康 鏡平中學 2:05:51

5 1006 男 男青 梁裕一 高德利 2:11:18

1008 男 男青 陳緯業 培道中學

1009 男 男青 郭俊浩 傳福體育會

1012 男 男青 何澤鋒 理工大學

1002 男 男青 蔣玖玥 新華學校

1010 男 男青 李建霖 熊貓體育會

1004 男 男青 劉俊文 鏡平中學

1011 男 男青 趙穎軒 理工大學

1013 男 男青 鄭兆天 慈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