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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舉辦地點 舉辦賽事 參加賽事及成績
1984 香港 第一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足球 殿軍

1985 美國洛杉機 第十五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男子乒乓球團體 第4名

1985 美國洛杉機 第十五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男子組田徑 

1986 日本京都 第二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足球 季軍

1988 德國特里爾 第九屆國際聾人田徑錦標賽 4x100M接力 殿軍

1989 紐西蘭基督城 第十六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女子乒乓球團體 殿軍

1989 紐西蘭基督城 第十六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4x100M接力 第4名

1989 紐西蘭基督城 第十六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男子組羽毛球 第4名

1989 紐西蘭基督城 第十六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男子乒乓球團體 第6名

1989 德國希爾德斯海娒 第十屆國際聾人田徑錦標賽 4x100M接力 季軍

1989 德國希爾德斯海娒 第十屆國際聾人田徑錦標賽 跳遠 殿軍

1990 西德慕尼黑 第十屆國際聾人田徑錦標賽 4x100M接力 殿軍

1990 西德慕尼黑 第十屆國際聾人田徑錦標賽 跳遠 殿軍

1992 南韓漢城 第四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男子乒乓球團體 季軍

1993 保加利亞索菲亞 第十七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田徑 

1993 保加利亞索菲亞 第十七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乒乓球 

1993 保加利亞索菲亞 第十七屆世界聾人運動會 羽毛球 

1994 德國柏林 第十三屆國際聾人田徑錦標賽 110米跨欄 殿軍

1996 馬來西亞吉隆坡 第五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乒乓球 

1996 馬來西亞吉隆坡 第五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羽毛球 

1996 馬來西亞吉隆坡 第五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足球 

1997 丹麥哥本哈根 第十八屆世界聾人體育運動會 保齡球 16強

1997 丹麥哥本哈根 第十八屆世界聾人體育運動會 乒乓球 

1997 丹麥哥本哈根 第十八屆世界聾人體育運動會 羽毛球 

1997 香港 97香港國際城市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女子乒乓球團體 冠軍

1997 香港 97香港國際城市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男子乒乓球團體 季軍

1998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足球錦標賽 足球 香港冠軍

1998 中華台北 台北國際聾人保齡錦標賽 男子雙人 殿軍

2000 中國上海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男子乒乓球 

2000 中華台北 第六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男子保齡球團體 季軍

2000 中華台北 第六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女子保齡球雙人 殿軍

2001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足球埠際賽 足球 香港冠軍

2001 意大利羅馬 第十九屆世界聾人奧運會 男子乒乓球雙打 8強

2001 意大利羅馬 第十九屆世界聾人奧運會 保齡球 

2003 中國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男女子乒乓球 

2007 中國昆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女子乒乓球 

2007 中國昆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女子羽毛球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冠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雙 冠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冠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冠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亞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雙 亞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亞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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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季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季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季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第4名

2007 中國廣州 穗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第4名

2008 中國浙江 2008全國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第5名

2008 台北 2008台北國際聽障運動邀請賽 跆拳道(58KG) 銅牌

2008 台北 2008台北國際聽障運動邀請賽 跆拳道(58KG) 銀牌

2008 台北 2008台北國際聽障運動邀請賽 乒乓球男女團體 殿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冠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雙 冠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冠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冠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混雙 冠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亞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雙 亞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亞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亞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混雙 亞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季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季軍

2008 香港 2008港穗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混雙 季軍

2009 台北 2009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跆拳道(58KG) 銅牌

2009 台北 2009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乒乓球男子團體 第9名

2009 台北 2009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乒乓球男單 16強

2009 台北 2009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乒乓球男單 32強

2009 台北 2009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乒乓球男單 32強

2009 台北 2009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乒乓球男雙 32強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子團體 冠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單 冠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雙 冠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子團體 冠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單 冠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雙 冠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混雙 冠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單 亞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雙 亞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單 亞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雙 亞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混雙 亞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單 季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單 季軍

2010 中國珠海 珠港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混雙 季軍

2011  中國浙江省 2011中國人民共和國第八屆殘疾人運動會 乒乓球男雙 第4名

2011  中國浙江省 2011中國人民共和國第八屆殘疾人運動會 乒乓球女子團體 第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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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中國浙江省 2011中國人民共和國第八屆殘疾人運動會 乒乓球男子團體 第8名

2011 中國廣州 第二屆廣東省聾人籃球賽 男子隊制賽 亞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冠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冠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冠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冠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亞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雙 亞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亞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亞軍

2011 澳門 澳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季軍

2012 中國廣州 2012穗鵬港澳四地聾人羽毛球邀請賽 羽毛球女單 冠軍

2012 中國廣州 2012穗鵬港澳四地聾人羽毛球邀請賽 羽毛球女雙 冠軍

2012 中國廣州 2012穗鵬港澳四地聾人羽毛球邀請賽 羽毛球男雙 冠軍

2012 中國廣州 2012穗鵬港澳四地聾人羽毛球邀請賽 羽毛球男單 亞軍

2012 中國廣州 2012穗鵬港澳四地聾人羽毛球邀請賽 羽毛球混雙 亞軍

2012 中國廣州 2012穗鵬港澳四地聾人羽毛球邀請賽 羽毛球混雙 亞軍

2012 韓國首爾 第七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跆拳道(58-68KG) 銅牌

2012 韓國首爾 第七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跆拳道(58KG) 銅牌

2012 韓國首爾 第七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乒乓球男單 第6名

2012 韓國首爾 第七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保齡球男雙  第6名

2012 韓國首爾 第七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乒乓球男子團體 第8名

2012 韓國首爾 第七屆亞太聾人運動會 乒乓球男雙 第8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雙 冠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冠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冠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亞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雙 亞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亞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亞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季軍

2013 中國珠海 2013珠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季軍

2013 保加利亞索非亞 第22屆聽障奧運會 男子乒乓球團體 團體16強

2013 保加利亞索非亞 第22屆聽障奧運會 跆拳道(58-68KG) 

2014 中國深圳 2014年粤港澳四地聋人羽毛球赛 羽毛球女雙 冠軍

2014 中國深圳 2014年粤港澳四地聋人羽毛球赛 羽毛球男單 季軍

2014 中國深圳 2014年粤港澳四地聋人羽毛球赛 羽毛球混雙 季軍

2014 中國深圳 2014年粤港澳四地聋人羽毛球赛 羽毛球混雙 季軍

2014 台灣, 高雄 2014高雄第4屆亞太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混雙 第5名

2014 台灣, 高雄 2014高雄第4屆亞太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混雙 第5名

2015 中國四川 2015中國第九屆殘疾人士奧運會 乒乓球男子團體 8強

2015 中國四川 2015中國第九屆殘疾人士奧運會 乒乓球男子全體 第16名

2015 台灣 2015亞太聽障運動會 男子組跆拳道68公斤級 銅牌

2015 台灣 2015亞太聽障運動會 女子組保齡球5人團體賽 殿軍

2015 台灣 2015亞太聽障運動會 男子組保齡球個人名次賽 第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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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灣 2015亞太聽障運動會 女子羽毛球雙打 第6名

2015 台灣 2015亞太聽障運動會 乒乓球女子團體 第6名

2015 台灣 2015亞太聽障運動會 女子組保齡球三人賽 第7名

2015 台灣 2015亞太聽障運動會 男子組保齡球團體賽 第7名

2015 台灣 2015亞太聽障運動會 乒乓球男子團體 8強

2015 澳門 2015港澳聾人保齡球邀請賽 保齡球女單 冠軍

2015 澳門 2015港澳聾人保齡球邀請賽 保齡球男單 冠軍

2015 澳門 2015港澳聾人保齡球邀請賽 保齡球男單 亞軍

2015 澳門 2015港澳聾人保齡球邀請賽 保齡球男單 季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單 冠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雙 冠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混雙 冠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亞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亞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混雙 亞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季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季軍

2016 中國中山 中山全民健身計劃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季軍

2016 中國廣東省 2016中港澳第三屆跆拳道精英賽 男子跆拳道 (-63kg) 銅牌

2016 日本 第14屆日本WATA跆拳道公開賽 跆拳道(58-68KG) 銅牌

2016 日本福岡 第三屆亞太盃聾人籃球錦標賽 男子籃球 第5名

2016 沙田石門 香港公開足球傷健比賽 足球 

2016 東涌欣澳 三項鐵人接力賽傷健組 接力賽傷健組 冠軍

2016 東涌欣澳 三項鐵人接力賽傷健組 接力賽傷健組 亞軍

2016 東涌欣澳 三項鐵人接力賽傷健組 接力賽傷健組 季軍

2016 香港 2016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乒乓球甲組男單  第5至8名

2016 香港 第3屆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 乒乓球男單 -青年組(18-29歲) 冠軍

2016 香港 第42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 保齡球女子B組單打 冠軍

2016 香港 第42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 康體杯團體 冠軍

2016 澳門 2016穗鵬港澳聾人保齡球國慶杯 保齡球女單 冠軍

2016 澳門 2016穗鵬港澳聾人保齡球國慶杯 保齡球團體 冠軍

2016 澳門 2016穗鵬港澳聾人保齡球國慶杯 保齡球女單 亞軍

2016 澳門 2016穗鵬港澳聾人保齡球國慶杯 保齡球男單 亞軍

2016 澳門 2016穗鵬港澳聾人保齡球國慶杯 保齡球團體 亞軍

2016 澳門 2016穗鵬港澳聾人保齡球國慶杯 保齡球男單 季軍

2016 澳門 2016穗鵬港澳聾人保齡球國慶杯 保齡球女單 第5名

2017 土耳其薩姆松 第廿三屆聽障奧運會 乒乓球男子團體 第9名

2017 土耳其薩姆松 第廿三屆聽障奧運會 乒乓球男雙 第16名

2017 土耳其薩姆松 第廿三屆聽障奧運會 羽毛球 

2017 土耳其薩姆松 第廿三屆聽障奧運會 保齡球 

2017 土耳其薩姆松 第廿三屆聽障奧運會 單車 

2017 土耳其薩姆松 第廿三屆聽障奧運會 游泳 

2017 日本 第15屆日本WATA跆拳道公開賽 男子跆拳道 (-45kg) 銀牌

2017 日本 第15屆日本WATA跆拳道公開賽 男子跆拳道 (-63kg) 銅牌

2017 東涌欣澳 三項鐵人接力賽傷健組 三項鐵人接力賽 傷健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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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香港 「聾健共融慶回歸籃球錦標賽」 籃球團體 季軍

2017 香港 2017乒總盃 2017乒總盃 季軍

2017 香港 YMCA 傷健共融籃球賽 男子籃球比賽 亞軍

2017 香港 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 乒乓球甲組男單 (排名1-120) -十六強

2017 香港 第2屆傷健共融籃球賽(YMCA) 籃球團體 冠軍

2017 香港 第43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 男子團體 冠軍

2018 中國東莞  全球華人青少年錦標賽 15歲混合雙打 冠軍

2018 中國東莞 東莞粵港澳（同珍盃）邀請賽 混合雙打 冠軍

2018 中國東莞 東莞粵港澳（同珍盃）邀請賽 男子單打 亞軍

2018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2018全國殘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小組第2名出線前8，獲第5名

2018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2018全國殘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混雙 小組第2名出線前8，獲第6名

2018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2018全國殘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小組第2名出線，最後16強

2018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2018全國殘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小組第2名出線，最後16強

2018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2018全國殘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女單 小組第3名，未能出線

2018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2018全國殘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雙 小組第3名，未能出線

2018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2018全國殘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小組第3名，未能出線

2018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2018全國殘疾人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男單 小組第4名，未能出線

2018 中國廣州 廣州「天健盃」羽毛球錦標賽 男子雙打 冠軍

2018 日本千葉縣 2018日本土岐田杯千葉縣容星跆拳道公開賽 跆拳道品勢 品勢女子青少年聽障組別：金牌

2018 日本千葉縣 2018日本土岐田杯千葉縣容星跆拳道公開賽 跆拳道品勢  品勢最優秀獎 (全場只有3名參賽者獲頒發此獎項)

2018 東涌欣澳 三項鐵人接力賽傷健組 接力賽傷健組 傷健組冠軍

2018 東涌欣澳 三項鐵人接力賽傷健組 接力賽傷健組 傷健組亞軍

2018 東涌欣澳 三項鐵人接力賽傷健組 接力賽傷健組 傷健組季軍

2018 香港 第四十四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 保齡球康體挑戰盃賽 亞軍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女子組 金牌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團體賽 金牌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女子組 銀牌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男子組 銀牌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女子組 銅牌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男子組 銅牌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團體賽 銅牌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雙人賽 銅牌

2018 菲律賓 第五屆APTBF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球團體賽 第4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雙 男子組雙打冠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雙 男子組雙打季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子團體 男子組團體冠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單 男子組單打冠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男單 男子組單打亞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雙 女子組雙打冠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雙 女子組雙打季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子團體 女子組團體冠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單 女子組單打冠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單 女子組單打季軍

2018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2018 省港澳聾人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女單 女子組單打亞軍

2019 中國天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七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三人制聾人籃球比賽
 三人籃球 第八名, 
體育道德風尚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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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國天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七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乒乓球比賽 乒乓球男單 男子單打第七名(TT13級)

2019 中國天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七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乒乓球比賽 乒乓球團體 男子團體第七名(TT13級)

2019 台灣台北 台灣第五屆世界聽障羽毛球錦標賽及第二屆青年組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青年組羽毛球男單 男子單打亞軍

2019 台灣台北 台灣第五屆世界聽障羽毛球錦標賽及第二屆青年組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成人組羽毛球男單 男子單打季軍

2019 台灣台北 台灣第五屆世界聽障羽毛球錦標賽及第二屆青年組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青年組羽毛球男雙 男子雙打季軍

2019 台灣台北 台灣第五屆世界聽障羽毛球錦標賽及第二屆青年組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成年組羽毛球男雙 男子雙打第五名

2019 台灣台北 台灣第五屆世界聽障羽毛球錦標賽及第二屆青年組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團體 團體第五名

2019 台灣桃園 2019年桃園第4屆世界聽障保齡球錦標賽 單打、雙打、三人賽及團體賽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全場總冠軍 全場總冠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男雙 男子雙打冠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女雙 女子雙打冠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混雙 混合雙打冠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女單 女子單打亞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男單 男子單打季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女單 女子單打季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男雙 男子雙打雙季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女雙 女子雙打季軍

2019 香港 2019聾人羽毛球錦標賽(東亞) 羽毛球混雙 混合雙打雙季軍

2019 韓國 2019韓國光州 跆拳道 公開賽 品勢30歲以下組別  金牌

2019 韓國 2019韓國光州 跆拳道 公開賽 品勢40歲以下組別  銅牌

2022 巴西南卡西亞斯 「第二十四屆聾人/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女子跆拳道49公斤搏擊 

2022 泰國芭提雅 第6屆亞太聾人/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暨第2屆亞太聾人/聽障青年羽毛球錦標賽 公開組羽毛球男單 公開組男子單打第五名

2022 泰國芭提雅 第6屆亞太聾人/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暨第2屆亞太聾人/聽障青年羽毛球錦標賽 青年組羽毛球女單 青年組女子單打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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