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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派出 33 個香港選手，到美國奧蘭多出戰「世界公開跳繩錦

標賽 2018」，取得 13 金 8 銀 8 銅的優異戰績。  

 

 
吳卓羲 3 金 1 銀，表現突出。（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提供）  

 

 「世界公開跳繩錦標賽 2018」由世界跳繩體育聯會一年一度舉辦，今年共 850 個

來自 30 個國家或地方的選手參賽。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派出的 33 個香港選手都

交出好表現，首兩日便掃走 13 金 7 銀 5 銅，最後一天再添 1 銀 3 銅，成就 13 金 8

銀 8 銅。  

https://www.hk01.com/channel/20/%E5%8D%B3%E6%99%82%E9%AB%94%E8%82%B2


 

吳卓羲 3 金 1 銀，表現突出。（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提供）  

 

吳卓羲在 3 分鐘速度賽 13-14 歲男子組摘金，又與陳漢文合作，取得二人同步 13-

14 歲男子組冠軍。他同日與陳漢文、謝凱晴、林梓杰於 4×30 秒單車速度賽 13-14

歲混合組摘金，加上 1×30 秒個人  13-14 歲男子組銀牌，以 3 金 1 銀完成賽事。  

中國香港跳繩聯會主席梁健璋滿意今屆成績︰「去屆 31 金是歷史新高，前年是 11

金，加上各國精英盡出，競爭更大之下已很滿意。」他又表示賽前被簽證打亂部署︰

「有 3 個隊員因取不到簽證未能成行，部分項目因此要放棄或臨時更換選手，也有

選手發燒，令表現打折扣。」他表示回港後會立刻訓練，而且提早落實參與選手，

為來屆亞太賽和挪威舉行的世界賽做好準備。  



 

吳卓羲 3 金 1 銀，表現突出。（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提供）  

 

世界賽成績如下  

吳卓羲  3 分鐘速度賽  13-14 歲男子組  第一  

吳卓羲  個人花式  13-14 歲男子組  第五  

吳卓羲  1×30 秒個人  13-14 歲男子組  第二  

吳卓羲  陳漢文  謝凱晴  林梓杰  4×30 秒單車速度賽 13-14 歲混合組  第一  

吳卓羲  陳漢文  謝凱晴  林梓杰  2×60 秒交互繩速度賽  13-14 歲混合組  第四  

吳卓羲  陳漢文  謝凱晴  林梓杰  四人同步  13-14 歲混合組  第五  

吳卓羲  陳漢文  二人同步  13-14 歲男子組  第一  

陳漢文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3-14 歲男子組  第一  

陳漢文  3 分鐘速度賽  13-14 歲男子組  第二  

陳漢文  個人花式  13-14 歲男子組  第一  

謝凱晴  3 分鐘速度賽  13-14 歲女子組  第一  

謝凱晴  1×30 秒 13-14 歲女子組  第一  



林梓杰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3-14 歲男子組  第四  

林梓杰  3 分鐘速度賽  13-14 歲男子組  第五  

譚梓熙  3 分鐘速度賽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一  

譚梓熙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一  

余嘉俊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四  

余嘉俊  個人花式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三  

劉俊麟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五  

劉俊麟  3 分鐘速度賽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四  

陳漢文  3 分鐘速度賽  13-14 歲男子組  第二  

謝凱晴  3 分鐘速度賽  13-14 歲女子組  第一  

劉宏基  3 分鐘速度賽  15 歲或以上男子組  第五  

劉宏基  個人花式  15 歲或以上男子組  第一  

劉宏基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5 歲或以上男子組   第四  

黃凱佳  3 分鐘速度賽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二  

黃凱佳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二  

朱穎淇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1-12 歲女子組  第三  

何鍵熹  李卓樺  二人同步花式  10 歲或以下  第二  

何鍵熹  李卓樺  2×60 秒二重跳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三  

李卓樺  3 分鐘單車  10 歲或以下  第三  

李卓樺  個人花式  10 歲或以下  第二  

李卓樺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0 歲或以下男子組   第三  

李曉琳  個人花式  15 歲或以上女子組  第一  

曾潔瑩  3 分鐘速度賽  15 歲或以上女子組  第四  

曾潔瑩  1×30 秒單車速度賽  15 歲或以上女子組  第一  

黃紫鎣  個人花式  15 歲或以上女子組  第五  

羅樂遙  30 秒速度賽  十六歲或以下男子組別  第三  

洪梓釗  劉宏基  二人同步花式賽十八歲或以下男子組別  第三  

洪梓釗  蘇泳而  車輪花式賽十八歲或以下混合組別  第二  

洪梓釗  蘇泳而  黃淯靖  羅樂遙  四人同步花式賽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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