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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100M 女甲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伍铭瀚 高三文商忠 0:11.1 冠军 叶炜淋 高二文商忠 0:12.4 

郑鸿炎 高三文商忠 0:13.3 亚军 黄佳玉 高三文商忠 0:15.4 

颜伟恩 高三文商忠 0:13.8 季军 林瑾慧 高三理和 0:15.9 

黄于峻 高三文商孝 0:16.3 4 罗慈譞 高三文商忠 0:16.3 

邱宗瀚 高三理和 0:16.7 5 曾芷凌 高二文商忠 0:16.7 

刘展铭 高二文商仁 0:16.9 6 吴佳宝 高二文商仁 0:16.7 

郑梓锋 高三文商孝 0:17.6 7 曾殷芮 高三文商忠 0:17.1 

黄耀永 高二文商忠 0:18.0 8 谢卓耘 高三文商忠 0:17.3 

周志濠 高二理和 0:18.6 9 陳思晴 高二文商忠 0:17.6 

郑梓靖 高三文商忠 0:18.8 10 洪艺萱 高三文商忠 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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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100M 女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罗靖胜 初三仁 0:12.8 冠军 林愉媗 初三孝 0:13.5 

叶兴杰 高一文商忠 0:15.3 亚军 李依萱 高一文商爱 0:15.8 

邱宗冠 初三孝 0:16.3 季军 黄芹玉 初三仁 0:17.4 

邱楚杰 高一理和 0:16.6 4 许镓恩 高一文商忠 0:18.5 

郑湧衛 高一文商孝 0:17.5 5 邱芷欣 初三仁 0:18.7 

颜凱靖 初三忠 0:17.9 6 李姿昀 初三忠 0:18.7 

叶浩宇 初三孝 0:17.9 7 关颖茜 高一文商忠 0:18.8 

李東川 高一文商忠 0:18.0 8 陈怡彣 初三孝 0:18.9 

李勇键 高一理和 0:18.1 9 叶佳莹 初三爱 0:19.0 

许骏扬 初三忠 0:18.4 10 陈静茹 初三孝 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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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100M 女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翁梓峻 初一忠 0:13.7 冠军 江宜璇 初二忠 0:14.3 

林毅谦 初二仁 0:13.9 亚军 林婧湑 初一忠 0:15.8 

黄以铭 初二孝 0:15.0 季军 张淑惠 初二忠 0:16.0 

叶兴浩 基础礼 0:15.1 4 谢芷晴 初一孝 0:18.0 

黄永庆 初二孝 0:16.5 5 陈善怡 初二和 0:18.9 

邹明浩 初二忠 0:17.2 6 王婞妍 初一和 0:19.1 

谢斯元 初二孝 0:17.9 7 邱湘芯 初一义 0:20.2 

潘俊恺 初一忠 0:18.8 8 陈予嘉 初一仁 0:20.3 

黄胤豪 初一和 0:19.5 9 彭美琦 初二忠 0:21.2 

萧敬威 初一和 0:19.6 10 郑嘉恩 初二义 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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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800M 女甲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郑鸿炎 高三文商忠 2:30.9 冠军 叶炜淋 高二文商忠 2:24.9 

李畍乐 高三文商孝 2:48.6 亚军 黎汶馨 高三文商孝 2:56.0 

邱宜斌 高二文商忠 2:54:6 季军 蔡佳芸 高二文商孝 3:10.7 

邱宗勋 高二文商忠 2:58.3 4 陳思晴 高二文商忠 3:13.1 

周洁韦 高二文商孝 3:04.0 5 李恩娴 高二文商忠 3.47.8 

伍铭瀚 高三文商忠 3:05.1 6 黄馨琳 高二文商忠 3.47.9 

曾锦升 高二文商孝 3:15.0 7 黄馨颖 高二理和 3:50.1 

叶佳颖 高三文商仁 3:21.9 8 张嘉洳 高二文商忠 3:58.0 

陈宇翔 高三文商仁 3:21.9 9 连瑜煊 高二文商忠 4:01.8 

郑梓锋 高三文商孝 3:30.9 10 魏甜甜 高三文商孝 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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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800M 女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罗靖胜 初三仁 2:12.0 冠军 张宇玟 初三忠 2:57.4 

叶兴杰 高一文商忠 2:32.5 亚军 庄凯欣 高一文商忠 2:59.4 

邱永乐 初三和 2:48.2 季军 王恺欣 初三忠 3:02.6 

颜凱靖 初三忠 2.53.2 4 陈怡彣 初三孝 3:07.5 

潘伟耀 初三孝 2.55.8 5 黄璋瑜 初三忠 3:23.9 

潘铠泽 高一文商孝 2.56.8 6 叶彦麟 高一理和 3:27.3 

许骏扬 初三忠 3:02.8 7 叶美之 初三仁 3:29.0 

苏敬凯 高一理和 3:04.6 8 潘颖捷 高一理和 3:29.3 

胡颖哲 高一文商孝 3:09:6 9 邱芷欣 初三仁 3:30.6 

谢岩佑 初三孝 3:09.8 10 梁嘉欣 高一文商忠 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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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800M 女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潘俊恺 初一忠 2:40.8 冠军 李芯亚 初一忠 3:12.5 

叶兴浩 基础礼 2:59.3 亚军 邱湘芯 初一义 3:17.6 

张岱钧 初二忠 3:06.3 季军 叶嘉宣 基础礼 3:21.1 

翁梓峻 初一忠 3:10.0 4 邱巧瑜 初一忠 3:22.1 

黄祈衡 初二爱 3:10.5 5 马芷恩 初一义 3:26.7 

庄朝铭 初二忠 3:13.3 6 李姿颖 初一孝 3:29.7 

黄玮俊 初二义 3:15.6 7 李欣惠 初一孝 3:31.3 

廖梧辉 初二和 3:20.2 8 李欣倪 初一孝 3:39.8 

严家城 初一忠 3:29.1 9 林欣仪 初二义 3:49.3 

魏敬贤 基础礼 3:29.9 10 黄慧萱 初一爱 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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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切水果 女甲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李畍乐 高三文商孝 188 冠军 林俐君 高三理和 199 

黄峙凯 高二理和 186 亚军 李沃润 高二文商忠 198 

林誉源 高二理和 175 季军 夏千惠 高三文商忠 196 

洪舜贤 高三文商忠 169 4 蔡紫欣 高三文商忠 194 

陈德明 高三文商忠 167 5 陳思晴 高二文商忠 191 

秦国明 高二理和 167 6 林雪俐 高三文商忠 189 

黄于峻 高三文商孝 161 7 曾殷芮 高三文商忠 186 

周洁韦 高二文商孝 159 8 胡愷施 高三文商忠 184 

叶倪匡 高二理和 159 9 丘晓君 高二文商忠 178 

汪政垟 高二文商孝 157 10 黄佳玉 高三文商忠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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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切水果 女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张力友 初三忠 196 冠军 黄旆谙 高一理和 200 

林钲凯 初三忠 195 亚军 叶淑娴 高一文商信 199 

李勇键 高一理和 188 季军 胡艺馨 高一文商忠 195 

陈俊宏 初三信 185 4 甄巧蓝 初三忠 187 

柯有泰 初三仁 180 5 朱靖儿 初三仁 187 

颜凱靖 初三忠 175 6 黄璋瑜 初三忠 181 

汤塍傼 初三义 174 7 李洁怡 初三忠 181 

陈韦澔 高一理和 172 8 张语芯 初三忠 179 

林子隆 高一文商忠 171 9 林依娴 初三忠 179 

翁敦杰 高一理和 171 10 陳毓心 高一文商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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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切水果 女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郑焯恒 初二信 162 冠军 林欣莹 初二忠 183 

邹明浩 初二忠 158 亚军 周贝蕾 初二忠 164 

黄永庆 初二孝 156 季军 周子琳 初二义 151 

李洸挚 初二信 155 4 李姿颖 初一孝 151 

李凯翔 初一爱 154 5 李欣倪 初一孝 149 

李贤丰 初二和 150 6 王婞妍 初一和 147 

叶兴浩 基础礼 150 7 林祉彤 初二和 145 

萧敬威 初一和 147 8 林詩詠 初二爱 145 

李宇伦 基础礼 147 9 郑嘉恩 初二义 145 

陈义佳 初二忠 147 10 张菀怡 初二孝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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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顺序摸球 女甲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林誉源 高二理和 1224 冠军 吴紫衣 高二文商忠 1146 

叶倪匡 高二理和 1126 亚军 叶炜淋 高二文商忠 1064 

洪舜贤 高三文商忠 1034 季军 刘雯倪 高三文商仁 1038 

温修正 高二理和 1002 4 李沃润 高二文商忠 1024 

颜伟恩 高三文商忠 984 5 谢晓悦 高二理和 1012 

颜君宇 高二文商仁 928 6 黄佳玉 高三文商忠 966 

郑鸿炎 高三文商忠 916 7 李芷怡 高二文商忠 942 

郑志权 高二文商孝 895 8 蔡佳芸 高二文商孝 934 

李沂城 高二文商仁 852 9 夏千惠 高三文商忠 932 

汪政垟 高二文商孝 824 10 谢卓耘 高三文商忠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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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顺序摸球 女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邱永乐 初三和 1172 冠军 黄芹玉 初三仁 1172 

李锦涵 初三忠 1144 亚军 叶佳莹 初三爱 1042 

颜凱靖 初三忠 1055 季军 许镓恩 高一文商忠 1022 

陈韦澔 高一理和 1048 4 黄璋瑜 初三忠 944 

李勇键 高一理和 1046 5 陳珮育 高一文商爱 932 

郑文伟 初三忠 992 6 李芷莹 高一文商忠 918 

林钲凯 初三忠 994 7 陈芊杏 初三忠 906 

林钲翔 初三忠 914 8 杨郦均 初三爱 882 

罗靖胜 初三仁 852 9 林依娴 初三忠 874 

郑礼玮 高一文商孝 834 10 黄洁巧 初三忠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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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顺序摸球 女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邱翊颉 初二忠 744 冠军 王婞妍 初一和 704 

黄泳杰 初一义 666 亚军 周贝蕾 初二忠 628 

翁梓峻 初一忠 532 季军 林婧湑 初一忠 474 

萧敬威 初一和 518 4 张丽苹 初二和 468 

郑焯恒 初二信 380 5 黄慧萱 初一爱 466 

黄永庆 初二孝 332 6 李芯亚 初一忠 444 

张维杰 初二爱 326 7 林詩詠 初二爱 444 

潘俊恺 初一忠 258 8 林祉彤 初二和 438 

叶暐乐 初一孝 230 9 林佩秦 初一义 438 

谢尚佑 初一孝 224 10 叶嘉宣 基础礼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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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敏捷跳跃 女甲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林誉源 高二理和 278 冠军 叶炜淋 高二文商忠 298 

黄耀永 高二文商忠 222 亚军 黄佳玉 高三文商忠 288 

郑鸿炎 高三文商忠 216 季军 杨卉恩 高二文商仁 246 

伍铭瀚 高三文商忠 210 4 李芷怡 高二文商忠 216 

梁瀚铭 高三理和 204 5 刘芷晴 高三文商仁 210 

曾锦升 高二文商孝 200 6 陈静嘉 高三理和 200 

周志濠 高二理和 200 7 林瑾慧 高三理和 190 

吴德豪 高二文商孝 178 8 蔡佳芸 高二文商孝 189 

叶耀汶 高二文商仁 174 9 邱子莹 高三文商忠 188 

李唯纶 高三文商孝 164 10 曾殷芮 高三文商忠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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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敏捷跳跃 女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邱永乐 初三和 266 冠军 陈嘉怡 高一文商忠 318 

林钲凯 初三忠 240 亚军 关颖茜 高一文商忠 282 

林钲翔 初三忠 220 季军 黄芹玉 初三仁 268 

颜凱靖 初三忠 213 4 颜奕暄 初三忠 256 

陈勇诚 初三爱 209 5 黄子恩 高一文商忠 256 

梁凯熙 初三义 208 6 何盈慧 初三忠 238 

叶兴杰 高一文商忠 206 7 许镓恩 高一文商忠 234 

叶暐昊 初三义 198 8 黄璋瑜 初三忠 227 

叶浩宇 初三孝 196 9 李芷莹 高一文商忠 187 

郑湧衛 高一文商孝 194 10 叶美之 初三仁 186 

 

 

 

 

 

 

 



15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敏捷跳跃 女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叶兴浩 基础礼 178 冠军 郑嘉恩 初二义 226 

黄泳杰 初一义 170 亚军 黄慧萱 初一爱 184 

邱翊颉 初二忠 168 季军 李芯亚 初一忠 161 

翁梓峻 初一忠 156 4 杜薇仪 初一爱 160 

张维杰 初二爱 154 5 李明钰 初一孝 156 

萧敬威 初一和 148 6 黄咏琳 初二信 156 

陈锦铭 初一义 140 7 林欣莹 初二忠 150 

莫淬茗 初一爱 134 8 郭素春 初二仁 150 

潘俊恺 初一忠 132 9 谢秀雯 初二信 134 

杨文裕 初一忠 132 10 曾依玲 初二义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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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立定跳远 女甲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林誉源 高二理和 287 冠军 黄佳玉 高三文商忠 234 

伍铭瀚 高三文商忠 241 亚军 叶炜淋 高二文商忠 229 

黄耀永 高二文商忠 231 季军 李芷怡 高二文商忠 197 

蔡委哲 高二理和 224 4 高韵晴 高三文商忠 187 

曾锦升 高二文商孝 201 5 余紫婕 高三理和 178 

黄于峻 高三文商孝 194 6 邱舒鈞 高二文商仁 166 

刘展铭 高二文商仁 192 7 陈可心 高三文商仁 162 

岑铭轩 高二理和 144 8 梁瑛桂 高二理和 160 

李唯纶 高三文商孝 144 9 蔡佳芸 高二文商孝 133 

汪政垟 高二文商孝 139 10 张颖萱 高二理和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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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立定跳远 女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何俊邑 高一理和 323 冠军 黄璋瑜 初三忠 301 

叶兴杰 高一文商忠 286 亚军 关颖茜 高一文商忠 248 

廖宏业 初三信 279 季军 李沂薰 初三忠 227 

郑湧衛 高一文商孝 242 4 林愉媗 初三孝 212 

罗靖胜 初三仁 216 5 张宇玟 初三忠 208 

何昱陞 初三爱 207 6 黄彦璇 初三爱 207 

吴国晖 高一理和 205 7 李芷莹 高一文商忠 203 

黄进源 初三忠 203 8 邓慧莹 高一文商仁 200 

林道维 初三爱 201 9 潘颖捷 高一理和 193 

黄泳维 初三信 193 10 陈慧艳 高一理和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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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敏捷跳跃 女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叶兴浩 基础礼 325 冠军 林婧湑 初一忠 196 

黄泳杰 初一义 213 亚军 李芷柔 初二孝 187 

萧敬威 初一和 198 季军 张菀怡 初二孝 182 

陈有稳 初二孝 185 4 黄慧萱 初一爱 176 

邬汇斌 初一孝 144 5 陈可欣 初二爱 166 

谢尚佑 初一孝 138 6 吴欣恩 初二忠 146 

黄宣凯 初一仁 136 7 林祉彤 初二和 146 

张岱钧 初二忠 133 8 李葭仪 初二义 138 

林劲强 初一爱 131 9 李芯亚 初一忠 137 

翁梓峻 初一忠 128 10 周子琳 初二义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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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站立体前屈 
 

女甲组 

坐姿体前屈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黄峙凯 高二理和 402 冠军 林俐君 高三理和 202 

徐荣智 高三文商忠 384 亚军 谢卓耘 高三文商忠 200 

颜伟恩 高三文商忠 378 季军 吴紫衣 高二文商忠 196 

伍铭瀚 高三文商忠 372 4 陈静嘉 高三理和 194 

洪舜贤 高三文商忠 372 5 刘锦莹 高二文商忠 192 

陈文轩 高二文商忠 370 6 张宇辰 高三文商忠 184 

林誉源 高二理和 366 7 余紫婕 高三理和 163 

岑铭轩 高二理和 366 8 黄佳玉 高三文商忠 158 

秦国明 高二理和 366 9 李沃润 高二文商忠 155 

黄耀永 高二文商忠 354 10 黎汶馨 高三文商孝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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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站立体前屈 
 

女乙组 

坐姿体前屈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何昱陞 初三爱 403 冠军 叶彦麟 高一理和 232 

翁敦杰 高一理和 402 亚军 方梓瑜 高一理和 227 

杜明圣 高一文商仁 396 季军 陈嘉怡 高一文商忠 205 

叶兴杰 高一文商忠 390 4 关颖茜 高一文商忠 196 

林道维 初三爱 390 5 陈珈娸 初三信 196 

林钲翔 初三忠 390 6 李芷轩 高一文商孝 191 

岑铭丰 高一文商忠 384 7 吕玮恒 高一文商孝 188 

谢岩佑 初三孝 379 8 潘頤蒨 高一文商仁 182 

萧乐浩 初三义 377 9 李沂薰 初三忠 160 

黄进源 初三忠 375 10 李幸凌 高一理和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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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站立体前屈 
 

女丙组 

坐姿体前屈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李凯翔 初一爱 396 冠军 江宜璇 初二忠 195 

翁梓峻 初一忠 366 亚军 林婧湑 初一忠 192 

庄朝彬 初一忠 354 季军 黄歆童 初二信 172 

柯进勋 初二忠 341 4 黄永玉 初一忠 149 

谢彦恒 初一孝 326 5 陈家瑜 初一义 147 

谢斯元 初二孝 321 6 李葭仪 初二义 147 

潘俊恺 初一忠 319 7 颜紫静 初一义 144 

周洁益 初一和 316 8 李明钰 初一孝 140 

黄以铭 初二孝 297 9 胡玮萱 初一和 138 

吴嘉乐 初二信 288 10 李嘉晴 初一忠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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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俯卧撑 
 

女甲组 

跪姿俯卧撑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吕鸿杰 高二文商仁 52 冠军 黄佳玉 高三文商忠 46 

蔡委哲 高二理和 51 亚军 高韵晴 高三文商忠 40 

李畍乐 高三文商孝 50 季军/亚军 李恩娴 高二文商忠 40 

郑鸿炎 高三文商忠 48 4 叶炜淋 高二文商忠 37 

黄耀永 高二文商忠 48 5 张宇辰 高三文商忠 36 

洪舜贤 高三文商忠 46 6 陈韵而 高二文商忠 28 

岑铭轩 高二理和 45 7 张宝心 高二文商忠 28 

颜伟恩 高三文商忠 45 8 邱舒鈞 高二文商仁 27 

李沂城 高二文商仁 41 9 佘恩仪 高三文商仁 27 

陈宇翔 高三文商仁 41 10 陈可心 高三文商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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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俯卧撑 
 

女乙组 

跪姿俯卧撑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何伟樑 高一文商孝 51 冠军 叶美之 初三仁 42 

赖俊祺 初三忠 47 亚军 许镓恩 高一文商忠 39 

林钲凯 初三忠 44 季军 李芷莹 高一文商忠 34 

叶兴杰 高一文商忠 44 4 关颖茜 高一文商忠 33 

黄胤铭 初三孝 44 5 胡艺馨 高一文商忠 32 

刘郭顺 初三仁 43 6 张宇玟 初三忠 32 

林钲翔 初三忠 42 7 朱利菁 初三和 32 

何俊邑 高一理和 42 8 朱韵璇 高一文商信 31 

黄进源 初三忠 40 9 黄璋瑜 初三忠 30 

李勇键 高一理和 40 10 葛乙颖 初三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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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俯卧撑 
 

女丙组 

跪姿俯卧撑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黄以铭 初二孝 43 冠军 李芷柔 初二孝 34 

黄泳杰 初一义 39 亚军 林婧湑 初一忠 31 

谢尚佑 初一孝 36 季军 张菀怡 初二孝 30 

莫淬茗 初一爱 35 4 陈可欣 初二爱 28 

潘俊恺 初一忠 34 5 胡玮萱 初一和 26 

张家鸿 初一孝 34 6 陈予嘉 初一仁 25 

林俊达 初二忠 32 7 邱巧瑜 初一忠 24 

陈宇扬 初一和 31 8 李芯亚 初一忠 24 

叶俊龙 初一信 31 9 李嘉晴 初一忠 23 

吴淑聚 初一仁 31 10 李明钰 初一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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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甲组 跳绳 1分钟 女甲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颜伟恩 高三文商忠 271 冠军 吕丝甜 高三文商仁 265 

邱宜斌 高三文商忠 267 亚军 叶炜淋 高二文商忠 257 

林誉源 高二理和 267 亚军/季军 陳思晴 高二文商忠 236 

黄耀永 高二文商忠 246 4 李沃润 高二文商忠 234 

郑鸿炎 高三文商忠 240 5 林可欣 高二文商忠 230 

冯胜漳 高三文商忠 238 6 蔡佳芸 高二文商孝 223 

叶倪匡 高二理和 237 7 曾殷芮 高三文商忠 219 

何畯榆 高三文商忠 236 8 李芷怡 高二文商忠 218 

张世堡 高三文商忠 235 9 萧丽婷 高二文商忠 211 

姚秦达 高三理和 231 10 陈静嘉 高三理和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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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乙组 跳绳 1分钟 女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林钲凯 初三忠 256 冠军 李芷莹 高一文商忠 253 

李锦涵 初三忠 252 亚军 许镓恩 高一文商忠 240 

邱宗冠 初三孝 251 季军 关颖茜 高一文商忠 238 

林宗耀 初三义 251 4 黄璋瑜 初三忠 237 

林劲良 初三义 250 5 黄莘淯 高一文商忠 235 

叶健顺 初三仁 243 6 颜奕暄 初三忠 233 

赖俊祺 初三忠 240 7 陈怡彣 初三孝 230 

何嘉俊 高一文商孝 238 8 张宇玟 初三忠 230 

颜凱靖 初三忠 233 9 潘颖捷 高一理和 230 

陈亿行 初三忠 229 10 何芷萱 初三孝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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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男丙组 跳绳 1分钟 女丙组 

姓名 班级 成绩 奖项 姓名 班级 成绩 

黄以铭 初二孝 255 冠军 邱湘芯 初一义 242 

陈进源 初一信 234 亚军 陈家瑜 初一义 220 

潘俊恺· 初一忠 233 季军 吴欣恩 初二忠 217 

萧敬威 初一和 225 4 林欣莹 初二忠 217 

翁梓峻 初一忠 220 5 叶嘉宣 基础礼 210 

黄永庆 初二孝 219 6 郑嘉恩 初二义 208 

陈义佳 初二忠 212 7 黄慧萱 初一爱 205 

林劲强 初一爱 208 8 谢芷晴 初一孝 202 

叶兴浩 基础礼 207 9 洪詠馨 初一信 202 

颜永宏 初一义 203 10 孙瑜珮 初一忠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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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吃豆人团体赛 

 

 甲组 乙组 丙组 

奖项 班级 成绩 班级 成绩 班级 成绩 

冠军 高三文商忠 232.32 初三忠 246.6 初一义 80.16 

亚军 高三理和 203.92 初三孝 165.44 初一忠 77.92 

季军 高二文商忠 157.32 初三仁 118.72 初一孝 70.88 

4 高二理和 137.68 高一文商忠 111.84 初二忠 70.4 

5 高二文商仁 53.32 初三爱 110.92 初一和 48.24 

6 高三文商孝 42.08 高一文商孝 103.52 初二信 44.8 

7 高二文商孝 37.44 高一文商仁 100.36 初二义 40.48 

8 高三文商仁 27.92 高一理和 90.52 初二和 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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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躲避球团体赛 

 

 甲组 乙组 丙组 

奖项 班级 成绩 班级 成绩 班级 成绩 

冠军 高三文商忠 215.24 初三忠 237.6 初一忠 75.4 

亚军 高三理和 169.20 初三孝 157.4 初一义 54 

季军 高二理和 112.20 初三爱 117.24 初一和 49.6 

4 高二文商忠 80 高一文商忠 115.8 初一孝 43.2 

5 高二文商孝 37.80 初三仁 91.4 初一爱 38.4 

6 高二文商仁 35.44 初三义 76.4 初二义 38.2 

7 高三文商孝 25.60 高一理和 73.6 初二忠 34.2 

8 高三文商仁 11.80 高一文商孝 65.8 初二信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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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021年云运会成绩公告 

全身入框团体赛 

 

 甲组 乙组 丙组 

奖项 班级 成绩 班级 成绩 班级 成绩 

冠军 高三文商忠 274.88 初三忠 284 初一孝 74.2 

亚军 高三理和 194.60 初三孝 179.04 初一忠 66 

季军 高二理和 165.92 初三爱 178.64 初一义 65.6 

4 高二文商忠 158.64 高一文商忠 166.12 初一和 56.2 

5 高三文商仁 40.28 初三仁 147.64 初二忠 45.2 

6 高二文商仁 36.88 初三义 122.48 初二信 40.5 

7 高二文商孝 30.72 高一理和 112.96 基础班 37 

8 高三文商孝 21 高一文商孝 77.6 初二义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