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  女子14歲以上組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愷齡 倡泳體育會 00'31"06 50米自由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莊靜翎 泳協會員 00'31"61 50米自由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麥巧怡 倡泳體育會 00'35"89 50米自由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  男子14歲以上組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張展維 堅進動力游泳會 00'28"19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馮嘉樂 駿浪泳會 00'29"15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傅俊銘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29"27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8

殿軍 陳樂恆 啟迪游泳會 00'30"35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7

第五名 謝易倫 駿浪泳會 00'30"97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6

第六名 梁家僑 堅進動力游泳 00'31"44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5

第七名 趙文熙 堅進動力游泳 00'32"82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4

第八名 林諾謙 啟迪游泳會 00'33"29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3

第九名 余達軒 堅進動力游泳 00'33"38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2

第十名 鄭義融 倡泳體育會 00'34"66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

11 麥展衡 啟迪游泳會 00'35"95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2 陳卓霖 啟迪游泳會 00'40"79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3 黃浩鏘 泳協會員 00'47"88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4 顏輔宏 倡泳體育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5 黃漢樑 香港建美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  女子13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孫慧欣 泳協會員 00'31"55 50米自由泳 女子13歲 10

亞軍 江芷琳 駿浪泳會 00'36"56 50米自由泳 女子13歲 9

季軍 LO LOK YIU 樂泳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13歲 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  男子13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POON WING FU 樂泳 00'29"94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10

亞軍 陳衍銘 倡泳體育會 00'31"65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9

季軍 蘇頌曦 Marine Kids 00'31"97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8

殿軍 陳朗彥 泳協會員 00'33"38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7

第五名 王嘉銘 泳協會員 00'33"91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6

第六名 盧展鋒 泳協會員 00'38"66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5

第七名 梁俊煇 朗峰康體會 00'39"30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4

第八名 招永杰 將協會員 00'42"72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3

第九名 鄧匡政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2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  女子12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孫煦媛 泳協會員 00'29"90 5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10

亞軍 苗天澤 泳協會員 00'34"13 5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9

季軍 LAU YAN KIU 樂泳 00'34"32 5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8

殿軍 蘇頌晶 泳協會員 00'34"41 5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7

第五名 李綺雯 堅進動力游泳 00'53"58 5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6

第六名 陳銘言 Marine Kids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5

第七名 熊珮軒 深水埗學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  男子12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胡焯曦 泳協會員 00'30"52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0

亞軍 王海儀 倡泳體育會 00'30"89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9

季軍 周凱揚 泳協會員 00'31"20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8

殿軍 趙志翹 泳協會員 00'31"35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7

第五名 孫晨皓 泳協會員 00'32"35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6

第六名 吳敖甄 駿浪泳會 00'34"48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5

第七名 梁智星 堅進動力游泳會 00'34"75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4

第八名 黃柏陶 泳協會員 00'36"70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3

第九名 張焯然 觀協會員 00'37"45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2

第十名 蕭仲倫 倡泳體育會 00'37"78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

11 李耀䥓 泳協會員 00'37"80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2 林灝昇 將協會員 00'38"10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3 郭皓霖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39"74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4 吳俊熹 堅進動力游泳 00'40"19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5 彭智麟 倡泳體育會 00'41"44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6 劉建智 倡泳體育會 00'43"21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7 韓皓文 泳協會員 00'45"76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8 郭晉熙 朗峰康體會 00'47"35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9 張景皓 堅進動力游泳會 00'47"87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20 鄭栢晞 堅進動力游泳會 00'49"81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21 盧敬軒 泳協會員 01'00"06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22 文嘉樂 朗峰康體會 01'01"65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23 連浩翔 觀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  女子11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Charlotte Chan 泳協會員 00'33"45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10

亞軍 吳思樂 凌峰體育會 00'33"86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9

季軍 馬依淇 倡泳體育會 00'37"47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8

殿軍 冼凱茵 駿浪泳會 00'38"51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7

第五名 陸倩祺 Marine Kids 00'39"46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6

第六名 陳珵 Marine Kids 00'39"70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5

第七名 石詩蔓 泳協會員 00'39"84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4

第八名 廖紫穎 朗峰康體會 00'40"65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3

第九名 黃琬悠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49"87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2

第十名 何松悅 朗峰康體會 00'50"20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1

11 簡希彤 堅進動力游泳會 00'51"71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12 陳詠怡 朗峰康體會 01'15"94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13 蔡嘉蔚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14 丘巧妍 駿浪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15 列芷晴 堅進動力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  男子11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羅雋傑 泳協會員 00'32"17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0

亞軍 梁樂泓 駿浪泳會 00'32"57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9

季軍 黃智健 泳協會員 00'33"21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8

殿軍 王俊榮 泳協會員 00'33"30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7

第五名 梁展滔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33"49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6

第六名 曾子傲 駿浪泳會 00'34"21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5

第七名 梁壹舜 駿浪泳會 00'35"83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4

第八名 鄒宗倍 泳協會員 00'36"77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3

第九名 林懐信 泳協會員 00'36"92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

第十名 謝暉 駿浪泳會 00'37"34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

11 李偉鉦 泳協會員 00'38"01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2 鄧逸曦 駿浪泳會 00'38"90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3 梁韶峰 朗峰康體會 00'39"57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4 李溢弦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39"99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5 劉豪暉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40"11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6 許日賢 泳協會員 00'42"19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7 李維贊 駿浪泳會 00'42"32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8 李亦翀 泳協會員 00'43"04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9 翁尚玄 將協會員 00'43"72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0 藍浚燁 將協會員 00'44"42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1 黄日熙 啟迪游泳會 00'46"49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2 蔣京生 泳協會員 00'47"74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3 朱彥志 朗峰康體會 00'54"40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4 黃泓翔 朗峰康體會 00'54"90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5 曾啟銘 泳協會員 00'57"33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6 張顥賢 啟迪游泳會 01'44"40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7 林尚賢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8 鄧安然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9 趙誠威 堅進動力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  女子10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陳蓁穎 泳協會員 00'32"74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0

亞軍 李菲兒 泳協會員 00'32"78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9

季軍 黃凱蔚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33"59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8

殿軍 邱柏儀 泳協會員 00'35"42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7

第五名 陳衍攸 泳協會員 00'35"42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6

第六名 Charmaine 泳協會員 00'36"66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5

第七名 黎綺晴 將協會員 00'38"69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4

第八名 司徙敏儀 深水埗學員 00'39"13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3

第九名 許詠迦 觀協會員 00'39"13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2

第十名 林寶然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40"39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

11 文凱喬 泳協會員 00'41"44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2 莊釆穎 泳協會員 00'46"07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3 周靖汶 泳協會員 00'46"30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4 郭明芯 樂泳 00'46"37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5 陳沅楠 Marine Kids 00'46"40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6 葉芷澄 堅進動力游泳 00'49"09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7 盧紀樺 Dragons’ 4 00'54"00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8 湯嘉盈 泳協會員 00'59"85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9 陳綵瑤 泳協會員 01'04"50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20 周樂君 將協會員 01'15"08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21 曾景怡 啟迪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  男子10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訐証皓 泳協會員 00'30"89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0

亞軍 林彧泓 Marine Kids 00'31"80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9

季軍 蕭以洛 泳協會員 00'31"93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8

殿軍 王博霖 泳協會員 00'33"58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7

第五名 盧梓霖 泳協會員 00'33"94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6

第六名 林旭翹 泳協會員 00'34"58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5

第七名 司徒信彥 凌峰體育會 00'35"03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4

第八名 陳泓熹 泳協會員 00'35"15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

第九名 陳銳進 泳協會員 00'35"25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

第十名 何臻翹 泳協會員 00'35"49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

11 孫卓楠 泳協會員 00'35"61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2 黃圳男 深水埗學員 00'35"65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3 李俊謙 泳協會員 00'36"30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4 鄭釔堃 泳協會員 00'37"34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5 何子諾 啟迪游泳會 00'40"40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6 鍾睿晉 駿浪泳會 00'40"75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7 施博耀 泳協會員 00'41"63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8 鍾鼎文 泳協會員 00'42"07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9 霍壢珩 泳協會員 00'43"56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0 關子希 朗峰康體會 00'45"70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1 林靖軒 駿浪泳會 00'47"42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2 施瀚洋 倡泳體育會 00'53"36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3 王文德 觀協會員 00'53"72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4 范梓俊 Dragons’ 4 00'57"25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5 何銘源 泳協會員 01'03"47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6 吳日朗 駿浪泳會 01'04"06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7 熊浩霖 深水埗學員 01'05"35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8 羅健鋒 泳協會員 01'11"05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9 馮廸信 朗峰康體會 01'14"70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0 黃卓彥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1 梁皓行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2 司徒偉臻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3 連樂謙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4 王子元 將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5 張文麒 觀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6 梁俊傑 將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7 侯源熙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8 司徒志鋒 Marine Kids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9 李敬然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1  女子14歲以上組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愷齡 倡泳體育會 00'39"22 50米蛙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王詩琳 泳協會員 00'42"31 50米蛙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魏晨亞 泳協會員 00'44"80 50米蛙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8

殿軍 莊靜翎 泳協會員 00'44"87 50米蛙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2  男子14歲以上組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江梓恆 駿浪泳會 00'36"19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傅俊銘 香港建美游泳 00'40"45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謝易倫 駿浪泳會 00'40"51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8

殿軍 鄭義融 倡泳體育會 00'41"24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7

第五名 盧智傑 朗峰康體會 00'43"31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6

第六名 林諾謙 啟迪游泳會 00'45"75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5

第七名 趙文熙 堅進動力游泳會 00'46"30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4

第八名 麥展衡 啟迪游泳會 00'51"14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3

第九名 黃漢樑 香港建美游泳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2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3  女子13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江芷琳 駿浪泳會 00'43"24 50米蛙泳 女子13歲 10

亞軍 陳游睿 啟迪游泳會 00'49"70 50米蛙泳 女子13歲 9

季軍 LO LOK YIU 樂泳 FA 50米蛙泳 女子13歲 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4  男子13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POON WING FU 樂泳 00'39"25 50米蛙泳 男子13歲 10

亞軍 陳朗彥 泳協會員 00'47"65 50米蛙泳 男子13歲 9

季軍 張海滕 朗峰康體會 00'47"81 50米蛙泳 男子13歲 8

殿軍 招永杰 將協會員 01'07"62 50米蛙泳 男子13歲 7

第五名 梁俊煇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13歲 6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5  女子12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苗天澤 泳協會員 00'39"83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10

亞軍 孫煦媛 泳協會員 00'41"07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9

季軍 LAU YAN KIU 樂泳 00'42"94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8

殿軍 蘇頌晶 泳協會員 00'44"73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7

第五名 林雪晴 香港建美游泳 00'49"52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6

第六名 鄧詠詩 駿浪泳會 00'55"20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5

第七名 陳銘言 Marine Kids FA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4

第八名 李綺雯 堅進動力游泳會 FA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6  男子12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黎子俊 泳協會員 00'40"00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10

亞軍 王海儀 倡泳體育會 00'40"84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9

季軍 胡焯曦 泳協會員 00'41"09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8

殿軍 袁誦希 泳協會員 00'42"05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7

第五名 郭皓霖 香港建美游泳 00'48"61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6

第六名 梁智星 堅進動力游泳 00'50"77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5

第七名 趙志翹 泳協會員 00'50"77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4

第八名 葉思行 朗峰康體會 00'55"10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3

第九名 林灝昇 將協會員 00'57"35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2

第十名 彭智麟 倡泳體育會 00'57"47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1

11 劉建智 倡泳體育會 01'00"99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12 蕭仲倫 倡泳體育會 01'02"10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13 張景皓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02"19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14 廖子延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7  女子11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蔡嘉蔚 泳協會員 00'41"20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10

亞軍 劉子彤 泳協會員 00'41"88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9

季軍 韋晴 Marine Kids 00'42"03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8

殿軍 Charlotte Chan 泳協會員 00'42"03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7

第五名 吳思樂 凌峰體育會 00'43"19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6

第六名 莊苡炘 駿浪泳會 00'44"83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5

第七名 周依霆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47"71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4

第八名 陳珵 Marine Kids 00'49"48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3

第九名 馬依淇 倡泳體育會 00'50"44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2

第十名 冼凱茵 駿浪泳會 00'50"57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1

11 陸倩祺 Marine Kids 00'57"46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12 何松悅 朗峰康體會 01'02"47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13 簡希彤 堅進動力游泳 01'15"71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14 陳詠怡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15 列芷晴 堅進動力游泳會 FA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8  男子11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嚴喬琒 泳協會員 00'42"39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10

亞軍 羅雋傑 泳協會員 00'43"09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9

季軍 謝暉 駿浪泳會 00'43"96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8

殿軍 曾子傲 駿浪泳會 00'44"76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7

第五名 劉浩權 泳協會員 00'45"38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6

第六名 梁壹舜 駿浪泳會 00'46"16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5

第七名 鄧逸曦 駿浪泳會 00'50"45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4

第八名 李偉鉦 泳協會員 00'51"17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3

第九名 梁韶峰 朗峰康體會 00'51"33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2

第十名 梁碩峰 朗峰康體會 00'52"83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1

11 林尚賢 泳協會員 00'53"84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12 翁尚玄 將協會員 00'58"17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13 張顥賢 啟迪游泳會 01'00"80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14 蔣京生 泳協會員 01'05"93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15 朱彥志 朗峰康體會 01'13"65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16 任家偉 香港建美游泳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17 馮匡正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9  女子10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Charmaine 泳協會員 00'45"32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10

亞軍 關曉楠 泳協會員 00'46"29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9

季軍 陳頌悠 泳協會員 00'47"31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8

殿軍 黎綺晴 將協會員 00'59"25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7

第五名 盧紀樺 Dragons’ 4 01'05"03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6

第六名 葉芷澄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07"24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5

第七名 0 0 01'12"20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4

第八名 余子凝 泳協會員 01'15"68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3

第九名 周樂君 將協會員 01'26"71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2

第十名 曾景怡 啟迪游泳會 FA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0  男子10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李俊謙 泳協會員 00'42"04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0

亞軍 李天樂 泳協會員 00'44"55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9

季軍 何臻翹 泳協會員 00'44"91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8

殿軍 司徒信彥 凌峰體育會 00'45"76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7

第五名 林柏行 泳協會員 00'46"66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6

第六名 王博霖 泳協會員 00'47"10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5

第七名 陳銳進 泳協會員 00'47"77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4

第八名 盧梓霖 泳協會員 00'47"97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3

第九名 鍾睿晉 駿浪泳會 00'48"00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

第十名 黃卓彥 泳協會員 00'49"11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

11 鄭釔堃 泳協會員 00'50"39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2 黎展毅 Marine Kids 00'51"24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3 孫卓楠 泳協會員 00'52"17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4 黃圳男 深水埗學員 00'52"25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5 梁焯然 Marine Kids 01'01"92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6 施瀚洋 倡泳體育會 01'03"23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7 張文麒 觀協會員 01'03"61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8 林靖軒 駿浪泳會 01'04"51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19 李振飛 朗峰康體會 01'05"89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0 熊浩霖 深水埗學員 01'06"74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1 周雨澤 朗峰康體會 01'09"71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2 王子元 將協會員 01'25"66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3 龍俊皓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4 梁俊傑 將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5 梁皓行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6 司徒志鋒 Marine Kids FA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7 何銘源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28 吳日朗 駿浪泳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1  女子14歲以上組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麥巧怡 倡泳體育會 00'44"48 50米背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1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2  男子14歲以上組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張展維 堅進動力游泳 00'33"61 50米背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陳卓霖 啟迪游泳會 00'55"78 50米背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周諾文 香港建美游泳 FA 50米背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8

殿軍 任家俊 香港建美游泳 FA 50米背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7

第五名 顏輔宏 倡泳體育會 FA 50米背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6

第六名 黃漢樑 香港建美游泳會 FA 50米背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3  女子13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孫慧欣 泳協會員 00'43"14 50米背泳 女子13歲 10

亞軍 陳游睿 啟迪游泳會 00'51"73 50米背泳 女子13歲 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4  男子13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POON WING

FUNG
樂泳 00'40"66

50米背泳 男子13歲
10

亞軍 陳衍銘 倡泳體育會 00'42"93 50米背泳 男子13歲 9

季軍 吳沙龍 Marine Kids 00'44"63 50米背泳 男子13歲 8

殿軍 林浚暉 香港建美游泳 FA 50米背泳 男子13歲 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5  女子12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孫煦媛 泳協會員 00'36"23 50米背泳 女子12歲 10

亞軍 蘇頌晶 泳協會員 00'38"06 50米背泳 女子12歲 9

季軍 苗天澤 泳協會員 00'40"41 50米背泳 女子12歲 8

殿軍 冼希桐 泳協會員 00'44"24 50米背泳 女子12歲 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6  男子12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梁溢圖 Marine Kids 00'38"96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10

亞軍 吳敖甄 駿浪泳會 00'45"62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9

季軍 蕭仲倫 倡泳體育會 00'50"79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8

殿軍 林灝昇 將協會員 00'51"55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7

第五名 韓皓文 泳協會員 00'54"18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6

第六名 彭智麟 倡泳體育會 00'59"06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5

第七名 郭晉熙 朗峰康體會 01'07"48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4

第八名 劉建智 倡泳體育會 FA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7  女子11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莊苡炘 駿浪泳會 00'39"38 50米背泳 女子11歲 10

亞軍 吳思樂 凌峰體育會 00'41"08 50米背泳 女子11歲 9

季軍 潘衍君 香港建美游泳 00'43"61 50米背泳 女子11歲 8

殿軍 陸倩祺 Marine Kids 00'44"64 50米背泳 女子11歲 7

第五名 石詩蔓 泳協會員 00'45"27 50米背泳 女子11歲 6

第六名 何松悅 朗峰康體會 01'08"79 50米背泳 女子11歲 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8  男子11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梁樂泓 駿浪泳會 00'40"84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10

亞軍 黃智健 泳協會員 00'43"20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9

季軍 嚴喬琒 泳協會員 00'45"77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8

殿軍 何駿希 泳協會員 00'47"48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7

第五名 鄒宗倍 泳協會員 00'50"47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6

第六名 曾啟銘 泳協會員 00'52"40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5

第七名 梁碩峰 朗峰康體會 00'53"43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4

第八名 劉豪暉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53"90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3

第九名 李亦翀 泳協會員 00'55"89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2

第十名 李維贊 駿浪泳會 00'55"92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1

11 藍浚燁 將協會員 00'59"80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12 0 0 01'04"03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13 黄日熙 啟迪游泳會 01'09"30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14 朱彥志 朗峰康體會 01'14"42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29  女子10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張心悅 泳協會員 00'37"87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10

亞軍 陳蓁穎 泳協會員 00'39"52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9

季軍 陳衍攸 泳協會員 00'39"95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8

殿軍 關曉楠 泳協會員 00'41"26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7

第五名 李菲兒 泳協會員 00'41"61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6

第六名 邱柏儀 泳協會員 00'41"89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5

第七名 黎綺晴 將協會員 00'46"50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4

第八名 林寶然 香港建美游泳 00'51"53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3

第九名 許詠迦 觀協會員 00'53"50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2

第十名 陳沅楠 Marine Kids 00'53"92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1

11 郭明芯 樂泳 00'56"04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12 周靖汶 泳協會員 01'16"30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13 陳綵瑤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0  男子10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林旭翹 泳協會員 00'44"21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10

亞軍 孫卓楠 泳協會員 00'44"24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9

季軍 鍾鼎文 泳協會員 00'44"69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8

殿軍 盧梓霖 泳協會員 00'45"73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7

第五名 鄭釔堃 泳協會員 00'47"05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6

第六名 姜皓然 Marine Kids 00'47"79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5

第七名 梁焯然 Marine Kids 00'52"93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4

第八名 施博耀 泳協會員 00'53"09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3

第九名 何子諾 啟迪游泳會 00'55"03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2

第十名 施瀚洋 倡泳體育會 01'11"36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1

11 陳泓熹 泳協會員 DQ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12 連樂謙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13 李敬然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1  女子14歲以上組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愷齡 倡泳體育會 00'33"98 50米蝶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王詩琳 泳協會員 00'37"54 50米蝶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謝佩雯 凌峰體育會 00'38"89 50米蝶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8

殿軍 麥巧怡 倡泳體育會 00'40"59 50米蝶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7

第五名 莊靜翎 泳協會員 00'42"11 50米蝶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6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2  男子14歲以上組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馮嘉樂 駿浪泳會 00'32"73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陳樂文 駿浪泳會 00'32"79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傅俊銘 香港建美游泳 00'32"83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8

殿軍 盧智傑 朗峰康體會 00'38"54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7

第五名 陳樂恆 啟迪游泳會 00'41"07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6

第六名 顏輔宏 倡泳體育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5

第七名 鄭義融 倡泳體育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4

第八名 黃漢樑 香港建美游泳 FA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3

第九名 周諾文 香港建美游泳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2

第十名 趙文熙 堅進動力游泳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3  女子13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孫慧欣 泳協會員 00'34"58 50米蝶泳 女子13歲 10

亞軍 陳游睿 啟迪游泳會 00'49"96 50米蝶泳 女子13歲 9

季軍 LO LOK YIU 樂泳 FA 50米蝶泳 女子13歲 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4  男子13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陳子樂 香港建美游泳 00'31"80 50米蝶泳 男子13歲 10

亞軍 陳衍銘 倡泳體育會 00'39"36 50米蝶泳 男子13歲 9

季軍 林浚暉 香港建美游泳 00'42"97 50米蝶泳 男子13歲 8

殿軍 吳沙龍 Marine Kids 00'45"62 50米蝶泳 男子13歲 7

第五名 陳朗彥 泳協會員 00'46"71 50米蝶泳 男子13歲 6

第六名 梁俊煇 朗峰康體會 00'47"53 50米蝶泳 男子13歲 5

第七名 周禹衡 朗峰康體會 00'49"88 50米蝶泳 男子13歲 4

第八名 鄧匡政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男子13歲 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5  女子12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孫煦媛 泳協會員 00'32"73 50米蝶泳 女子12歲 10

亞軍 林雅汶 香港建美游泳 00'37"48 50米蝶泳 女子12歲 9

季軍 LAU YAN KIU 樂泳 00'38"65 50米蝶泳 女子12歲 8

殿軍 蘇頌晶 泳協會員 00'40"32 50米蝶泳 女子12歲 7

第五名 簡悅洳 泳協會員 00'41"69 50米蝶泳 女子12歲 6

第六名 熊珮軒 深水埗學員 FA 50米蝶泳 女子12歲 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6  男子12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海儀 倡泳體育會 00'33"66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10

亞軍 黎子俊 泳協會員 00'37"19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9

季軍 孫晨皓 泳協會員 00'37"37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8

殿軍 梁溢圖 Marine Kids 00'39"98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7

第五名 林灝昇 將協會員 00'46"03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6

第六名 黃柏陶 泳協會員 00'46"21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5

第七名 蕭仲倫 倡泳體育會 00'51"36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4

第八名 彭智麟 倡泳體育會 00'56"90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3

第九名 劉建智 倡泳體育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12歲 2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7  女子11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陸倩祺 Marine Kids 00'41"89 50米蝶泳 女子11歲 10

亞軍 潘衍君 香港健美游泳會 00'42"24 50米蝶泳 女子11歲 9

季軍 馬依淇 倡泳體育會 00'50"17 50米蝶泳 女子11歲 8

殿軍 廖紫穎 朗峰康體會 00'54"98 50米蝶泳 女子11歲 7

第五名 丘巧妍 駿浪泳會 FA 50米蝶泳 女子11歲 6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8  男子11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梁展滔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37"30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10

亞軍 黃智健 泳協會員 00'38"37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9

季軍 曾柏朗 香港建美游泳 00'38"55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8

殿軍 王俊榮 泳協會員 00'38"96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7

第五名 梁壹舜 駿浪泳會 00'39"42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6

第六名 李溢弦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43"44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5

第七名 任家偉 香港建美游泳 00'44"46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4

第八名 劉豪暉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49"39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3

第九名 林懐信 泳協會員 00'49"46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2

第十名 曾啟銘 泳協會員 01'00"97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1

11 鄭卓樂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12 馮匡正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13 朱彥志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11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39  女子10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李菲兒 泳協會員 00'35"50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10

亞軍 陳蓁穎 泳協會員 00'36"33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9

季軍 黃凱蔚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36"51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8

殿軍 張心悅 泳協會員 00'37"86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7

第五名 張凱婷 泳協會員 00'39"56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6

第六名 黃泆溱 Marine Kids 00'40"08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5

第七名 關曉楠 泳協會員 00'40"08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4

第八名 邱柏儀 泳協會員 00'40"83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3

第九名 陳頌悠 泳協會員 00'48"75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2

第十名 司徙敏儀 深水埗學員 00'49"09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1

11 文凱喬 0 00'52"06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12 余碧鈾 朗峰康體會 00'57"29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13 郭明芯 樂泳 00'57"36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14 陳綵瑤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0  男子10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訐証皓 泳協會員 00'34"17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0

亞軍 林彧泓 Marine Kids 00'35"99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9

季軍 王博霖 泳協會員 00'37"91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8

殿軍 陳泓熹 泳協會員 00'39"91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7

第五名 林靖然 香港建美游泳 00'40"03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6

第六名 司徒信彥 凌峰體育會 00'41"12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5

第七名 何臻翹 泳協會員 00'41"63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4

第八名 林律翹 泳協會員 00'42"07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3

第九名 孫卓楠 泳協會員 00'46"04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2

第十名 黃圳男 深水埗學員 00'47"35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

11 鄭釔堃 泳協會員 00'49"08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2 林柏行 泳協會員 00'50"09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3 施博耀 泳協會員 00'50"47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4 霍壢珩 泳協會員 00'55"89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5 關子希 朗峰康體會 00'58"43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6 施瀚洋 倡泳體育會 01'12"91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7 張文麒 觀協會員 01'16"12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8 侯源熙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19 連樂謙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20 梁皓行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1  女子14歲以上組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莊靜翎 泳協會員 01'14"33 100米自由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王詩琳 泳協會員 01'14"99 100米自由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魏晨亞 泳協會員 01'24"10 100米自由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2  男子14歲以上組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周諾文 香港建美游泳 00'52"08 10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任家俊 香港建美游泳 01'11"36 10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馮嘉樂 駿浪泳會 01'11"60 10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8

殿軍 顏輔宏 倡泳體育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3  女子13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孫慧欣 泳協會員 01'12"98 100米自由泳 女子13歲 1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4  男子13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陳子樂 香港建美游泳 01'07"71 10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10

亞軍 陳衍銘 倡泳體育會 01'14"36 10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9

季軍 陳朗彥 泳協會員 01'19"58 10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8

殿軍 林浚暉 香港建美游泳 01'25"06 10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7

第五名 周禹衡 朗峰康體會 01'28"14 100米自由泳 男子13歲 6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5  女子12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林雅汶 香港建美游泳 01'16"43 10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10

亞軍 簡悅洳 泳協會員 01'20"85 10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9

季軍 冼希桐 泳協會員 01'22"28 10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8

殿軍 熊珮軒 深水埗學員 FA 100米自由泳 女子12歲 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6  男子12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周凱揚 泳協會員 01'09"02 10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10

亞軍 梁溢圖 Marine Kids 01'17"25 10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9

季軍 吳敖甄 駿浪泳會 01'21"27 10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8

殿軍 梁智星 堅進動力游泳 01'25"77 10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7

第五名 胡焯曦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2歲 6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7  女子11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Charlotte Chan 泳協會員 01'12"34 10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10

亞軍 莊苡炘 駿浪泳會 01'18"61 10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9

季軍 潘衍君 香港建美游泳 01'25"69 10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8

殿軍 陳珵 Marine Kids 01'33"64 10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7

第五名 廖紫穎 朗峰康體會 01'37"27 10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6

第六名 黃琬悠 香港建美游泳 01'54"12 10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5

第七名 丘巧妍 駿浪泳會 FA 100米自由泳 女子11歲 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8  男子11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羅雋傑 泳協會員 01'10"12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0

亞軍 黃智健 泳協會員 01'15"42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9

季軍 曾子傲 駿浪泳會 01'15"78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8

殿軍 鄭卓樂 泳協會員 01'22"29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7

第五名 何駿希 泳協會員 01'22"48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6

第六名 林懐信 泳協會員 01'24"18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5

第七名 李偉鉦 泳協會員 01'27"34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4

第八名 梁韶峰 朗峰康體會 01'38"94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3

第九名 陳沛霖 藍豚游泳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2

第十名 馮匡正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1歲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49  女子10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李菲兒 泳協會員 01'13"95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0

亞軍 張心悅 泳協會員 01'15"88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9

季軍 陳蓁穎 泳協會員 01'16"43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8

殿軍 黃泆溱 Marine Kids 01'16"63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7

第五名 黃凱蔚 香港建美游泳會 01'16"90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6

第六名 陳衍攸 泳協會員 01'18"34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5

第七名 關曉楠 泳協會員 01'18"55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4

第八名 張凱婷 泳協會員 01'21"84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3

第九名 邱柏儀 泳協會員 01'23"30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2

第十名 Charmaine 泳協會員 01'25"48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

11 司徙敏儀 深水埗學員 01'35"18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2 黎綺晴 將協會員 01'35"39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3 余碧鈾 朗峰康體會 FA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14 文凱喬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女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0  男子10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蕭以洛 泳協會員 01'09"99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0

亞軍 訐証皓 泳協會員 01'12"34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9

季軍 林彧泓 Marine Kids 01'12"39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8

殿軍 王博霖 泳協會員 01'14"04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7

第五名 陳泓熹 泳協會員 01'15"74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6

第六名 司徒信彥 凌峰體育會 01'18"93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5

第七名 林旭翹 泳協會員 01'20"10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4

第八名 黃圳男 深水埗學員 01'20"33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3

第九名 陳銳進 泳協會員 01'21"02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2

第十名 黃卓彥 泳協會員 01'23"04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

11 林靖然 香港建美游泳會 01'23"37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2 姜皓然 Marine Kids 01'24"19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3 周雨澤 朗峰康體會 01'53"81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4 連樂謙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5 熊浩霖 深水埗學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6 司徒偉臻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7 施博耀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8 何銘源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19 李振飛 朗峰康體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1  女子14歲以上組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詩琳 泳協會員 01'33"09 100米蛙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麥巧怡 倡泳體育會 01'55"57 100米蛙泳 女子14歲以上組 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2  男子14歲以上組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江梓恆 駿浪泳會 01'25"79 10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10

亞軍 梁家僑 堅進動力游泳 01'27"80 10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9

季軍 鄭義融 倡泳體育會 01'33"88 10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8

殿軍 盧智傑 朗峰康體會 01'42"32 100米蛙泳 男子14歲以上組 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3  女子13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江芷琳 駿浪泳會 01'40"30 100米蛙泳 女子13歲 10

亞軍 LO LOK YIU 樂泳 FA 100米蛙泳 女子13歲 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4  男子13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蘇頌曦 Marine Kids 01'36"95 100米蛙泳 男子13歲 10

亞軍 張海滕 朗峰康體會 01'51"04 100米蛙泳 男子13歲 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5  女子12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苗天澤 泳協會員 01'29"62 100米蛙泳 女子12歲 10

亞軍 LAU YAN KIU 樂泳 01'32"86 100米蛙泳 女子12歲 9

季軍 簡悅洳 泳協會員 01'39"52 100米蛙泳 女子12歲 8

殿軍 林雪晴 香港建美游泳 01'52"68 100米蛙泳 女子12歲 7

第五名 鄧詠詩 駿浪泳會 02'06"00 100米蛙泳 女子12歲 6

第六名 熊珮軒 深水埗學員 FA 100米蛙泳 女子12歲 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6  男子12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黎子俊 泳協會員 01'26"76 100米蛙泳 男子12歲 10

亞軍 王海儀 倡泳體育會 01'30"30 100米蛙泳 男子12歲 9

季軍 袁誦希 泳協會員 01'34"56 100米蛙泳 男子12歲 8

殿軍 葉思行 朗峰康體會 02'01"91 100米蛙泳 男子12歲 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7  女子11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Charlotte Chan 泳協會員 01'28"68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10

亞軍 蔡嘉蔚 泳協會員 01'33"35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9

季軍 韋晴 Marine Kids 01'33"44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8

殿軍 吳思樂 凌峰體育會 01'36"02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7

第五名 莊苡炘 駿浪泳會 01'42"10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6

第六名 周依霆 香港建美游泳 01'45"53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5

第七名 陳珵 Marine Kids 01'50"95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4

第八名 劉子彤 泳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3

第九名 冼凱茵 駿浪泳會 FA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2

第十名 馬依淇 倡泳體育會 FA 100米蛙泳 女子11歲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8  男子11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羅雋傑 泳協會員 01'31"80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10

亞軍 嚴喬琒 泳協會員 01'36"41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9

季軍 曾子傲 駿浪泳會 01'36"43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8

殿軍 謝暉 駿浪泳會 01'38"87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7

第五名 曾柏朗 香港建美游泳 01'40"40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6

第六名 梁壹舜 駿浪泳會 01'45"90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5

第七名 劉浩權 泳協會員 01'46"07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4

第八名 李偉鉦 泳協會員 01'52"53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3

第九名 鄧逸曦 駿浪泳會 01'53"20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2

第十名 梁碩峰 朗峰康體會 02'01"90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1

11 陳沛霖 藍豚游泳會 02'25"83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12 馮匡正 泳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男子11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59  女子10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Charmaine Chan 泳協會員 01'39"33 100米蛙泳 女子10歲 10

亞軍 司徙敏儀 深水埗學員 01'53"27 100米蛙泳 女子10歲 9

季軍 陳沅楠 Marine Kids 02'00"66 100米蛙泳 女子10歲 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0  男子10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李俊謙 泳協會員 01'34"65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10

亞軍 何臻翹 泳協會員 01'39"83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9

季軍 李天樂 泳協會員 01'41"44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8

殿軍 鍾睿晉 駿浪泳會 01'42"28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7

第五名 林律翹 泳協會員 01'42"41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6

第六名 林柏行 泳協會員 01'45"49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5

第七名 黎展毅 Marine Kids 01'50"93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4

第八名 關子希 朗峰康體會 02'01"56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3

第九名 熊浩霖 深水埗學員 02'35"11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2

第十名 梁俊傑 將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1

11 司徒志鋒 Marine Kids FA 100米蛙泳 男子10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1  女子12歲以上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香港建美游泳會 0 02'36"78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12歲以上組 1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2  男子12歲以上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駿浪泳會 0 01'52"17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12歲以上組 10

亞軍 香港建美游泳會 0 02'01"69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12歲以上組 9

季軍

堅進動力游泳

會
0 02'02"34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12歲以上組
8

殿軍 倡泳體育會B 0 02'21"18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12歲以上組 7

第五名 啟迪游泳會 0 02'28"85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12歲以上組 6

第六名 朗峰康體會 0 02'38"71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12歲以上組 5

第七名 泳協會員Y 0 02'39"68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12歲以上組 4

第八名 倡泳體育會A 0 FA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12歲以上組 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3  女子9-11歲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夢幻組合 0 02'24"85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9-11歲 10

亞軍 Marine Kid 0 02'32"21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9-11歲 9

季軍 泳協會員L 0 02'32"75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9-11歲 8

殿軍 駿浪泳會 0 02'38"4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9-11歲 7

第五名 香港建美游泳會 0 02'48"1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9-11歲 6

第六名 朗峰康體會 0 03'15"01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9-11歲 5

第七名 泳協會員Y 0 FA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9-11歲 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4  男子9-11歲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香港建美游泳會 0 02'21"95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10

亞軍 嬴少少 0 02'22"1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9

季軍 駿浪泳會A 0 02'23"69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8

殿軍 泳協會員L1 0 02'23"94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7

第五名 泳協會員L2 0 02'30"8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6

第六名 泳協會員L3 0 02'37"7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5

第七名

香港建美游泳

會B
0 02'43"0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4

第八名 泳協會員 0 02'43"33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3

第九名 泳協會員Y 0 02'45"78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2

第十名 朗峰康體會 0 03'09"91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1

11 倡泳體育會 0 03'11"3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12 駿浪泳會B 0 FA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9-11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5  女子5-8歲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Xtreme 0 02'50"14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10

亞軍 泳協會員L1 0 02'50"61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9

季軍

香港建美游泳

會
0 03'01"91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8

殿軍 美彤青廷2017 0 03'20"18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7

第五名 駿浪泳會 0 03'21"43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6

第六名 泳協會員L2 0 03'21"81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5

第七名 啟迪游泳會 0 03'30"67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4

第八名 藍豚游泳會 0 03'39"39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3

第九名 泳協會員L3 0 03'47"97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2

第十名 泳協會員Y 0 04'47"79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8歲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6  男子5-8歲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泳協會員L1 0 02'38"78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5-8歲 10

亞軍 駿浪泳會 0 03'06"89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5-8歲 9

季軍 啟迪游泳會 0 03'40"44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5-8歲 8

殿軍 泳協會員L2 0 03'51"99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5-8歲 7

第五名 泓溢游泳會 0 04'27"1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5-8歲 6

第六名 泳協會員L3 0 04'35"06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5-8歲 5

第七名 泳協會員Y 0 04'39"75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5-8歲 4

第八名 0 0 05'54"0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5-8歲 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7  女子9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何芯諭 泳協會員 01'18"48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0

亞軍 高靖宇 將協會員 01'18"91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9

季軍 楊珺澄 泳協會員 01'24"43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8

殿軍 蘇若嵐 泳協會員 01'24"59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7

第五名 方曉嵐 泳協會員 01'26"69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6

第六名 招恩寶 泳協會員 01'28"50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5

第七名 湯穎欣 泳協會員 01'29"65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4

第八名 方嘉榆 泳協會員 01'29"88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3

第九名 梁家嫸 朗峰康體會 01'57"30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2

第十名 羅加淇 泳協會員 02'00"19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

11 傅琬淇 香港建美游泳 FA 10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8  男子9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丘栢濠 泳協會員 01'15"44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0

亞軍 羅永豪 泳協會員 01'16"60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9

季軍 李宇翹 泳協會員 01'19"07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8

殿軍 黃俞達 泳協會員 01'20"76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7

第五名 王誦禧 泳協會員 01'26"62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6

第六名 游崇彪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41"63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5

第七名 何梓灝 朗峰康體會 01'47"26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4

第八名 李啟霆 藍豚游泳會 02'12"89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

第九名 包宸瑋 駿浪泳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

第十名 黃嘉星 朗峰康體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69  女子8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楊泆楠 香港建美游泳 01'32"33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0

亞軍 關佳悅 泳協會員 01'32"73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9

季軍 黎珮澄 駿浪泳會 01'33"00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8

殿軍 鄺珊珊 泳協會員 01'33"99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7

第五名 莊靜婧 泳協會員 01'34"52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6

第六名 蔡思樂 Marine Kids 01'38"00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5

第七名 袁倢羚 泳協會員 01'40"91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4

第八名 嚴芷潼 泳協會員 01'41"90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3

第九名 游雪穎 香港建美游泳 01'53"61 10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0  男子8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唐裕霑 泳協會員 01'21"01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0

亞軍 王梓衡 泳協會員 01'27"53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9

季軍

SY Matthew Li

Tang
泓溢游泳會 01'44"53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8

殿軍 劉知一 泳協會員 01'44"82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7

第五名 陳梓翹 啟迪游泳會 01'53"31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6

第六名 孫人和 泳協會員 01'55"92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5

第七名 羅智賢 駿浪泳會 02'02"54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4

第八名 羅智賢 駿浪泳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

第九名 周健聰 藍豚游泳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

第十名 宋兆煒 藍豚游泳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

11 蘇澤輝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2 林雋堯 啟迪游泳會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1  女子7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黃詩嵐 泳協會員 01'33"96 10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0

亞軍 曾悅潼 泳協會員 01'40"94 10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9

季軍 鐘詠芯 泳協會員 01'42"00 10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8

殿軍 曾景椁 啟迪游泳會 01'42"19 10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7

第五名 羅靖喬 駿浪泳會 01'49"54 10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6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2  男子7歲    10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陳亮 泳協會員 01'29"79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0

亞軍 林柏稀 泳協會員 01'30"60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9

季軍 沈逸熹 泳協會員 01'31"55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8

殿軍 李宗禧 泳協會員 01'34"10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7

第五名 苗晉瑋 泳協會員 01'39"40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6

第六名 黃正男 深水埗學員 01'42"06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5

第七名 劉康楠 泳協會員 01'43"39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4

第八名 邱俊豪 泳協會員 01'52"55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3

第九名 黃灝泓 Marine Kids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

第十名 陳成灝 泳協會員 FA 10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3  女子9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騫怡 泳協會員 01'30"00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10

亞軍 何芯諭 泳協會員 01'40"60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9

季軍 Leung Hei Man 樂泳 01'40"98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8

殿軍 葉靖童 泳協會員 01'48"09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7

第五名 湯穎欣 泳協會員 01'54"30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6

第六名 李映彤 泳協會員 01'57"94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5

第七名 蔡稀桐 泳協會員 01'58"06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4

第八名 方嘉榆 泳協會員 02'00"91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3

第九名 朱思萌 泳協會員 02'04"89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2

第十名 羅加淇 泳協會員 02'24"15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1

11 林碧欣 泳協會員 DQ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12 黃蔚思 泳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女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4  男子9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羅永豪 泳協會員 01'35"52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10

亞軍 蕭俊傑 泳協會員 01'37"47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9

季軍 伍致衡 泳協會員 01'45"49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8

殿軍 梁雋昊 駿浪泳會 01'53"75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7

第五名 李柏禧 泳協會員 01'53"86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6

第六名 張凱喬 樂泳 01'54"85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5

第七名 0 0 02'23"84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4

第八名 黃祟皓 朗峰康體會 02'25"04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3

第九名 李啟霆 藍豚游泳會 02'35"06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2

第十名 蔡紹峰 泳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男子9歲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5  女子8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林梓悠 泳協會員 01'56"14 100米蛙泳 女子8歲 10

亞軍 鄧紫蕎 泳協會員 02'05"93 100米蛙泳 女子8歲 9

季軍 袁倢羚 泳協會員 02'06"07 100米蛙泳 女子8歲 8

殿軍 蔡思樂 Marine Kids 02'21"10 100米蛙泳 女子8歲 7

第五名 陳樂昕 泳協會員 02'24"45 100米蛙泳 女子8歲 6

第六名 吳抒澄 Marine Kids 02'34"43 100米蛙泳 女子8歲 5

第七名 謝欣恒 泳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女子8歲 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6  男子8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牛梓睿 泳協會員 01'38"10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10

亞軍 吳煒男 凌峰體育會 01'49"54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9

季軍 陳樺 泳協會員 01'49"57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8

殿軍 李靖亨 泳協會員 01'52"17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7

第五名 陳雋穎 泳協會員 02'05"46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6

第六名 敖卓裕 藍豚游泳會 02'19"30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5

第七名 程國鋒 泓溢游泳會 02'46"61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4

第八名 梁鎰駿 泓溢游泳會 02'54"08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3

第九名 洪伽林 泳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男子8歲 2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7  女子7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陳芯妍 泳協會員 01'51"49 100米蛙泳 女子7歲 10

亞軍 李琛攸 朗峰康體會 01'52"62 100米蛙泳 女子7歲 9

季軍 黃詩嵐 泳協會員 02'02"90 100米蛙泳 女子7歲 8

殿軍 黃靖稀 泳協會員 02'07"65 100米蛙泳 女子7歲 7

第五名 關雨青 泳協會員 02'08"56 100米蛙泳 女子7歲 6

第六名 施詠婷 泳協會員 02'36"47 100米蛙泳 女子7歲 5

第七名 李妙灜 泳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女子7歲 4

第八名 閆可馨 藍豚游泳會 FA 100米蛙泳 女子7歲 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8  男子7歲     10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何昊謙 泳協會員 02'14"03 100米蛙泳 男子7歲 10

亞軍 馮卓謙 泳協會員 02'14"64 100米蛙泳 男子7歲 9

季軍 黃正男 深水埗學員 02'14"64 100米蛙泳 男子7歲 8

殿軍 蕭棨濂 泳協會員 02'20"70 100米蛙泳 男子7歲 7

第五名 冼紫煦 駿浪泳會 02'26"76 100米蛙泳 男子7歲 6

第六名 陳炯霖 泓溢游泳會 FA 100米蛙泳 男子7歲 5

第七名 陳成灝 泳協會員 FA 100米蛙泳 男子7歲 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79  女子6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李芯柔 泳協會員 00'55"53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0

亞軍 馬綽彤 泳協會員 00'56"39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9

季軍 梁詠蕎 泳協會員 00'56"94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8

殿軍 錢嘉希 泳協會員 00'58"63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7

第五名 陳芷琪 駿浪泳會 00'58"98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6

第六名 李曉彤 朗峰康體會 01'02"83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5

第七名 張芷媛 泳協會員 01'05"62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4

第八名 呂衍怡 泳協會員 01'07"99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3

第九名 何紫褀 藍豚游泳會 01'08"73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2

第十名 姚子詠 深水埗學員 01'21"66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

11 吳梓澄 深水埗學員 01'36"94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2 陳宛翹 毅進體育會 01'38"88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3 楊凱晴 朗峰康體會 01'52"13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4 曾樂晴 泳協會員 01'59"30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5 鄧望望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6 吳佩芝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7 湯凱澄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8 何晞晴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19 王卓藍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20 吳凱詩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21 黃凱澄 藍豚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6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0  男子6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林渝竣 泳協會員 00'51"39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0

亞軍 曾傲舜 駿浪泳會 00'51"45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9

季軍 陳俊熹 Dragons’ 4 00'52"14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8

殿軍 湯穎羲 泳協會員 00'56"25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7

第五名 李汶羲 泳協會員 00'57"62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6

第六名 蕭智堯 泳協會員 00'57"64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5

第七名 李浚賢 泳協會員 00'57"76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4

第八名 陳澤 泳協會員 01'01"41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3

第九名 梁健峯 凌峰體育會 01'02"59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

第十名 許凱恒 將協會員 01'02"67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

11 陳畯彥 泳協會員 01'07"67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2 郭榮軒 泳協會員 01'07"75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3 譚浩輝 朗峰康體會 01'08"81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4 黎浚諾 將協會員 01'08"88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5 羅俊翹 泳協會員 01'12"48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6 邱宇澤 泳協會員 01'15"52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7 嵇雲祥 泳協會員 01'18"90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8 吳約希 駿浪泳會 01'19"24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19 黃振霖 觀協會員 01'29"04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0 徐俊宇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31"98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1 譚樂夆 Dragons’ 4 01'33"61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2 王子謙 駿浪泳會 01'35"26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3 黃皓塱 泳協會員 01'40"63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4 庾程海 觀協會員 01'58"42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5 馬琦清 Dragons’ 4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6 陳揚霖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7 王一諾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8 王穎聰 觀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29 劉衍晰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30 陳沚謙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6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1  女子7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曾悅潼 泳協會員 00'43"54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0

亞軍 曾景椁 啟迪游泳會 00'44"66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9

季軍 鐘詠芯 泳協會員 00'46"37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8

殿軍 黃靖稀 泳協會員 00'49"44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7

第五名 麥善盈 泳協會員 00'54"34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6

第六名 陳泳絲 Dragons’ 4 00'54"58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5

第七名 李妙灜 泳協會員 00'59"84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4

第八名 羅蓓蔚 泳協會員 01'01"72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3

第九名 施詠婷 泳協會員 01'14"77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2

第十名 陳樂欣 泳協會員 01'15"64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

11 陳彥稀 Marine Kids 01'16"30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2 吳婧頤 泳協會員 01'29"55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3 0 0 01'29"77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4 施詠琳 泳協會員 01'31"13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5 翁仟樂 泓溢游泳會 02'06"12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6 SOPHIA 啟迪游泳會 DQ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7 何曉寧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18 羅靖喬 駿浪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7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2  男子7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沈逸熹 泳協會員 00'39"82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0

亞軍 李宗禧 泳協會員 00'40"62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9

季軍 林柏稀 泳協會員 00'41"05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8

殿軍 陳亮 泳協會員 00'41"18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7

第五名 梁晴謙 泳協會員 00'43"10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6

第六名 潘承錕 泳協會員 00'43"46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5

第七名 苗晉瑋 泳協會員 00'46"76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4

第八名 邱俊豪 泳協會員 00'47"20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3

第九名 劉康楠 泳協會員 00'48"47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

第十名 高靖文 將協會員 00'51"58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

11 韓竣洛 泳協會員 00'56"81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2 馮卓謙 泳協會員 00'57"03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3 何昊謙 泳協會員 00'58"24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4 冼紫煦 駿浪泳會 00'59"86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5 李焌鉉 駿浪泳會 01'04"22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6 陳漢森 泳協會員 01'06"40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7 陳文豪 堅進動力游泳 01'07"14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8 胡志霖 將協會員 01'08"29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19 張鐫熹 Marine Kids 01'13"43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0 周梓熙 泳協會員 01'19"11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1 耿烺燆 藍豚游泳會 01'21"00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2 王駟驅 泓溢游泳會 01'22"56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3 蕭棨濂 泳協會員 01'22"80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4 劉樂俊 駿浪泳會 01'24"04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5 張智善 朗峰康體會 01'26"31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6 陳奕衡 藍豚游泳會 01'27"84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7 陳廷謙 泳協會員 01'31"46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8 陳廷鋒 藍豚游泳會 01'37"96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29 謝宬羽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30 陳成灝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31 陳彥沛 將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3  女子8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李釆姍 泳協會員 00'38"54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0

亞軍 梁惠美 泳協會員 00'39"04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9

季軍 梁啓雙 凌峰體育會 00'39"27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8

殿軍 黎珮澄 駿浪泳會 00'40"86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7

第五名 梁曉琳 泳協會員 00'40"92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6

第六名 楊泆楠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41"34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5

第七名 林梓悠 泳協會員 00'42"17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4

第八名 鄺珊珊 泳協會員 00'42"48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3

第九名 莊靜婧 泳協會員 00'44"09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

第十名 郭沐荷 啟迪游泳會 00'44"15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

11 伍思穎 泳協會員 00'44"57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2 梁雪瑤 Marine Kids 00'44"82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3 袁倢羚 泳協會員 00'48"31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4 羅靖喬 0 00'48"58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5 梁仁安 泳協會員 00'49"05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6 林葆晴 Marine Kids 00'52"17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7 許紫晴 觀協會員 00'54"74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8 何凱琳 觀協會員 00'55"58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19 趙允言 駿浪泳會 00'56"70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0 鄭淑楠 堅進動力游泳會 00'57"65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1 方晞晴 啟迪游泳會 01'06"62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2 馬心瑤 泳協會員 01'10"51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3 伍澤忻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22"97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4 林蔚 朗峰康體會 01'28"16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5 許梓苗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28"93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6 蔡子欣 泳協會員 01'32"63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7 范曉澄 泳協會員 01'35"57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8 潘珮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29 0 0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4  男子8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唐裕霑 泳協會員 00'36"48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0

亞軍 陳樺 泳協會員 00'36"59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9

季軍 鄭柏豪 泳協會員 00'37"83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8

殿軍 彭博 泳協會員 00'39"64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7

第五名 王梓衡 泳協會員 00'39"64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6

第六名 吳煒男 凌峰體育會 00'41"09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5

第七名 李靖亨 泳協會員 00'43"34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4

第八名 余樂恒 泳協會員 00'43"57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

第九名 劉知一 泳協會員 00'45"25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

第十名

SY Matthew Li

Tang
泓溢游泳會 00'46"25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

11 利軒羽 駿浪泳會 00'48"17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2 陳梓翹 啟迪游泳會 00'51"58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3 孫人和 泳協會員 00'53"34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4 謝柏林 泳協會員 00'53"66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5 蘇澤輝 泳協會員 00'53"76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6 程國鋒 泓溢游泳會 00'53"87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7 廖釗晟 泳協會員 00'54"28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8 羅智賢 駿浪泳會 00'54"62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19 何子晞 啟迪游泳會 00'54"74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0 蔣京瑋 泳協會員 00'55"13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1 李立軒 啟迪游泳會 00'55"89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2 陳樂錡 朗峰康體會 00'56"26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3 洪伽林 泳協會員 00'56"31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4 李子賢 凌峰體育會 00'57"40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5 張希維 將協會員 01'00"82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6 譚子楠 觀協會員 01'01"76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7 霍晸菻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02"28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8 羅鎰駿 0 01'06"11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29 黃洐臻 泳協會員 01'06"48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0 王子弈 朗峰康體會 01'06"71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1 李振翔 朗峰康體會 01'08"42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2 趙偉諾 朗峰康體會 01'09"85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3 倪周源 泳協會員 01'10"65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4 敖卓裕 藍豚游泳會 01'13"73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5 徐俊軒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13"92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6 吳奇叡 泳協會員 01'20"14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7 盧德勝 泳協會員 01'25"17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8 林雋堯 啟迪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39 周健聰 藍豚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40 陳裕峰 將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41 鄧健亨 藍豚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42 梁鎰駿 泓溢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43 宋兆煒 藍豚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44 趙超樾 將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4  男子8歲     50米自由泳

45 羅智賢 駿浪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46 呂健峰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8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5  女子9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高靖宇 將協會員 00'35"53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0

亞軍 潘樂恩 泳協會員 00'35"56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9

季軍 方曉嵐 泳協會員 00'35"56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8

殿軍 余雋穎 凌峰體育會 00'37"33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7

第五名 湯穎欣 泳協會員 00'38"80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6

第六名 楊珺澄 泳協會員 00'39"17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5

第七名 Leung Hei Man 樂泳 00'39"38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4

第八名 蔡稀桐 泳協會員 00'42"17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3

第九名 黃蔚思 泳協會員 00'42"22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2

第十名 朱思萌 泳協會員 00'44"12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

11 林子媛 樂泳 00'44"20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2 林昕葶 朗峰康體會 00'48"96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3 吳芷穎 堅進動力游泳 00'49"07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4 黃曉怡 觀協會員 00'49"59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5 郭秋言 泳協會員 00'50"23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6 鄧詠茵 駿浪泳會 00'56"81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7 張翠君 觀協會員 00'59"51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8 黎芷而 泳協會員 01'02"36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19 蔡巧兒 朗峰康體會 01'06"11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20 吳芷桐 倡泳體育會 01'07"74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21 李芷泳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32"39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22 陳樂殷 將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23 傅琬淇 香港建美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24 翁伊穎 堅進動力游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6  男子9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丘栢濠 泳協會員 00'35"07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0

亞軍 郭健唯 凌峰體育會 00'35"37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9

季軍 蕭俊傑 泳協會員 00'35"51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8

殿軍 李宇翹 泳協會員 00'36"44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7

第五名 黃俞達 泳協會員 00'37"85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6

第六名 王誦禧 泳協會員 00'38"20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5

第七名 張景程 泳協會員 00'39"82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4

第八名 簡灝鋑 泳協會員 00'40"03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

第九名 伍致衡 泳協會員 00'40"66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

第十名 余天睿 泳協會員 00'40"98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

11 龐天 將協會員 00'41"12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2 羅子正 泳協會員 00'41"50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3 張凱喬 樂泳 00'43"17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4 梁雋昊 駿浪泳會 00'43"53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5 鄧恆信 泳協會員 00'43"64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6 邢榛 駿浪泳會 00'43"81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7 李維朗 駿浪泳會 00'46"70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8 劉子陽 倡泳體育會 00'47"54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19 周熙朗 倡泳體育會 00'51"24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0 何梓灝 朗峰康體會 00'52"81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1 周滙仁 堅進動力游泳 00'55"74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2 劉子雋 泳協會員 00'57"83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3 馮瑞熙 啟迪游泳會 00'58"90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4 王子豪 倡泳體育會 01'02"64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5 鍾灝謙 Dragons’ 4 01'03"99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6 周家佑 將協會員 01'04"27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7 林益昶 堅進動力游泳 01'04"82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8 馬子駿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04"90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29 歐陽柏軒 泳協會員 01'08"63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0 李啟霆 藍豚游泳會 01'22"27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1 黃君耀 泳協會員 01'27"56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2 蕭雋傑 泳協會員 01'27"73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3 許凱軒 將協會員 DQ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4 包宸瑋 駿浪泳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5 黃嘉星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36 葉思進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7  女子6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李芯柔 泳協會員 01'12"65 50米蛙泳 女子6歲 10

亞軍 李穎思 泳協會員 01'15"28 50米蛙泳 女子6歲 9

季軍 馬綽彤 泳協會員 01'17"79 50米蛙泳 女子6歲 8

殿軍 李曉彤 朗峰康體會 01'18"28 50米蛙泳 女子6歲 7

第五名 陳恩祈 泳協會員 01'23"89 50米蛙泳 女子6歲 6

第六名 姚子詠 深水埗學員 01'30"82 50米蛙泳 女子6歲 5

第七名 陳芷琪 駿浪泳會 01'33"00 50米蛙泳 女子6歲 4

第八名 梁詠蕎 泳協會員 01'36"93 50米蛙泳 女子6歲 3

第九名 溫珈熙 泓溢游泳會 01'39"25 50米蛙泳 女子6歲 2

第十名 陳宛翹 毅進體育會 02'02"39 50米蛙泳 女子6歲 1

11 吳梓澄 深水埗學員 FA 50米蛙泳 女子6歲

12 何晞晴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女子6歲

13 王卓藍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女子6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8  男子6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陳俊熹 Dragons’ 4 01'06"02 50米蛙泳 男子6歲 10

亞軍 王一諾 泳協會員 01'06"62 50米蛙泳 男子6歲 9

季軍 湯穎羲 泳協會員 01'09"36 50米蛙泳 男子6歲 8

殿軍 黎浚諾 將協會員 01'10"80 50米蛙泳 男子6歲 7

第五名 譚浩輝 朗峰康體會 01'12"46 50米蛙泳 男子6歲 6

第六名 陳澤 泳協會員 01'13"12 50米蛙泳 男子6歲 5

第七名 梁健峯 凌峰體育會 01'13"32 50米蛙泳 男子6歲 4

第八名 林渝竣 泳協會員 01'16"31 50米蛙泳 男子6歲 3

第九名 李汶羲 泳協會員 01'19"78 50米蛙泳 男子6歲 2

第十名 許凱恒 將協會員 01'25"74 50米蛙泳 男子6歲 1

11 郭榮軒 泳協會員 01'30"75 50米蛙泳 男子6歲

12 吳約希 駿浪泳會 01'43"10 50米蛙泳 男子6歲

13 鄧健亨 藍豚游泳會 01'51"26 50米蛙泳 男子6歲

14 翁誠佑 泓溢游泳會 01'59"74 50米蛙泳 男子6歲

15 馬琦清 Dragons’ 4 02'00"63 50米蛙泳 男子6歲

16 曾傲舜 駿浪泳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6歲

17 黃皓塱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6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89  女子7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陳芯妍 泳協會員 00'52"98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0

亞軍 李琛攸 朗峰康體會 00'53"10 50米蛙泳 女子7歲 9

季軍 黃詩嵐 泳協會員 00'54"40 50米蛙泳 女子7歲 8

殿軍 關雨青 泳協會員 00'58"94 50米蛙泳 女子7歲 7

第五名 潘姵呈 香港建美游泳 01'02"75 50米蛙泳 女子7歲 6

第六名 羅靖喬 駿浪泳會 01'05"19 50米蛙泳 女子7歲 5

第七名 李妙灜 泳協會員 01'06"42 50米蛙泳 女子7歲 4

第八名 閆可馨 藍豚游泳會 01'08"36 50米蛙泳 女子7歲 3

第九名 張愷廷 泳協會員 01'08"43 50米蛙泳 女子7歲 2

第十名 陳泳絲 Dragons’ 4 01'10"20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

11 施詠婷 泳協會員 01'16"95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2 陳芓澄 Marine Kids 01'30"28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3 施詠琳 泳協會員 01'34"75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4 鄧賀穗 藍豚游泳會 01'38"29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5 陳彥稀 Marine Kids 01'43"06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6 冼德瑜 泓溢游泳會 01'51"90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7 翁仟樂 泓溢游泳會 02'02"10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8 吳婧頤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女子7歲

19 陳樂欣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女子7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0  男子7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高靖文 將協會員 00'55"77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0

亞軍 潘承錕 泳協會員 00'56"74 50米蛙泳 男子7歲 9

季軍 何昊謙 泳協會員 00'57"25 50米蛙泳 男子7歲 8

殿軍 邱俊豪 泳協會員 00'58"80 50米蛙泳 男子7歲 7

第五名 黃正男 深水埗學員 01'00"57 50米蛙泳 男子7歲 6

第六名 馮卓謙 泳協會員 01'00"84 50米蛙泳 男子7歲 5

第七名 苗晉瑋 泳協會員 01'05"42 50米蛙泳 男子7歲 4

第八名 蕭棨濂 泳協會員 01'09"39 50米蛙泳 男子7歲 3

第九名 冼紫煦 駿浪泳會 01'09"47 50米蛙泳 男子7歲 2

第十名 陳成灝 泳協會員 01'14"31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

11 韓竣洛 泳協會員 01'17"30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2 劉譯洺 藍豚游泳會 01'20"71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3 陳炯霖 泓溢游泳會 01'25"49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4 李焌鉉 駿浪泳會 01'26"94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5 陳奕衡 藍豚游泳會 01'27"72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6 陳廷鋒 藍豚游泳會 01'36"17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7 王駟驅 泓溢游泳會 01'36"39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8 冼頌禧 Marine Kids 01'39"25 50米蛙泳 男子7歲

19 劉樂俊 駿浪泳會 01'44"14 50米蛙泳 男子7歲

20 陳彥沛 將協會員 01'45"55 50米蛙泳 男子7歲

21 胡志霖 將協會員 01'55"84 50米蛙泳 男子7歲

22 陳文豪 堅進動力游泳 DQ 50米蛙泳 男子7歲

23 張智善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7歲

24 張承軒 啟迪游泳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7歲

25 陳漢森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7歲

26 謝宬羽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7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1  女子8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梁啓雙 凌峰體育會 00'51"86 50米蛙泳 女子8歲 10

亞軍 謝佩瑩 凌峰體育會 00'52"38 50米蛙泳 女子8歲 9

季軍 梁惠美 泳協會員 00'54"33 50米蛙泳 女子8歲 8

殿軍 林梓悠 泳協會員 00'55"12 50米蛙泳 女子8歲 7

第五名 郭沐荷 啟迪游泳會 00'57"61 50米蛙泳 女子8歲 6

第六名 莊靜婧 泳協會員 00'58"58 50米蛙泳 女子8歲 5

第七名 鄧紫蕎 泳協會員 00'58"89 50米蛙泳 女子8歲 4

第八名 伍思穎 泳協會員 01'00"76 50米蛙泳 女子8歲 3

第九名 梁雪瑤 Marine Kids 01'02"45 50米蛙泳 女子8歲 2

第十名 梁曉琳 泳協會員 01'04"32 50米蛙泳 女子8歲 1

11 謝欣恒 泳協會員 01'05"60 50米蛙泳 女子8歲

12 林葆晴 Marine Kids 01'09"21 50米蛙泳 女子8歲

13 趙允言 駿浪泳會 01'15"10 50米蛙泳 女子8歲

14 吳抒澄 Marine Kids FA 50米蛙泳 女子8歲

15 劉栩晴 藍豚游泳會 FA 50米蛙泳 女子8歲

16 林蔚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蛙泳 女子8歲

17 潘珮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女子8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2  男子8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唐裕霑 泳協會員 00'48"08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0

亞軍 牛梓睿 泳協會員 00'48"19 50米蛙泳 男子8歲 9

季軍 陳樺 泳協會員 00'49"41 50米蛙泳 男子8歲 8

殿軍 王梓衡 泳協會員 00'53"55 50米蛙泳 男子8歲 7

第五名 李靖亨 泳協會員 00'53"69 50米蛙泳 男子8歲 6

第六名 彭博 泳協會員 00'54"00 50米蛙泳 男子8歲 5

第七名 陳雋穎 泳協會員 00'55"54 50米蛙泳 男子8歲 4

第八名 余樂恒 泳協會員 00'58"97 50米蛙泳 男子8歲 3

第九名 敖卓裕 藍豚游泳會 00'59"78 50米蛙泳 男子8歲 2

第十名

SY Matthew Li

Tang
泓溢游泳會 01'01"43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

11 錢禮一 倡泳體育會 01'04"03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2 謝柏林 泳協會員 01'04"32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3 李立軒 啟迪游泳會 01'05"95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4 羅智賢 駿浪泳會 01'06"41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5 王子弈 朗峰康體會 01'09"37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6 陳樂錡 朗峰康體會 01'09"42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7 張希維 將協會員 01'09"76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8 蔣京瑋 泳協會員 01'13"80 50米蛙泳 男子8歲

19 宋兆煒 藍豚游泳會 01'18"03 50米蛙泳 男子8歲

20 黃洐臻 泳協會員 01'21"31 50米蛙泳 男子8歲

21 陳裕峰 將協會員 01'43"99 50米蛙泳 男子8歲

22 庾程海 觀協會員 02'22"07 50米蛙泳 男子8歲

23 趙超樾 將協會員 DQ 50米蛙泳 男子8歲

24 羅智賢 駿浪泳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8歲

25 周健聰 藍豚游泳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8歲

26 趙偉諾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蛙泳 男子8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3  女子9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騫怡 泳協會員 00'43"34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0

亞軍 Leung Hei Man 樂泳 00'47"52 50米蛙泳 女子9歲 9

季軍 林碧欣 泳協會員 00'47"82 50米蛙泳 女子9歲 8

殿軍 余雋穎 凌峰體育會 00'48"58 50米蛙泳 女子9歲 7

第五名 葉靖童 泳協會員 00'50"75 50米蛙泳 女子9歲 6

第六名 蘇若嵐 泳協會員 00'50"85 50米蛙泳 女子9歲 5

第七名 黃蔚思 泳協會員 00'51"10 50米蛙泳 女子9歲 4

第八名 潘樂恩 泳協會員 00'51"48 50米蛙泳 女子9歲 3

第九名 湯穎欣 泳協會員 00'51"73 50米蛙泳 女子9歲 2

第十名 楊珺澄 泳協會員 00'52"14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

11 方曉嵐 泳協會員 00'53"99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2 朱思萌 泳協會員 00'55"42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3 招恩寶 泳協會員 00'56"39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4 林子媛 樂泳 00'58"25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5 郭秋言 泳協會員 00'59"48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6 羅加淇 泳協會員 01'03"13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7 鄧詠茵 駿浪泳會 01'08"71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8 陳樂殷 將協會員 01'09"19 50米蛙泳 女子9歲

19 黃曉怡 觀協會員 01'10"70 50米蛙泳 女子9歲

20 吳芷桐 倡泳體育會 01'12"84 50米蛙泳 女子9歲

21 吳芷穎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12"94 50米蛙泳 女子9歲

22 李芷泳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26"32 50米蛙泳 女子9歲

23 蔡巧兒 朗峰康體會 01'32"88 50米蛙泳 女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4  男子9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蕭俊傑 泳協會員 00'45"64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0

亞軍 伍致衡 泳協會員 00'49"10 50米蛙泳 男子9歲 9

季軍 郭健唯 凌峰體育會 00'50"05 50米蛙泳 男子9歲 8

殿軍 李柏禧 泳協會員 00'53"74 50米蛙泳 男子9歲 7

第五名 余天睿 泳協會員 00'54"06 50米蛙泳 男子9歲 6

第六名 梁雋昊 駿浪泳會 00'54"12 50米蛙泳 男子9歲 5

第七名 張凱喬 樂泳 00'54"32 50米蛙泳 男子9歲 4

第八名 鄧恆信 泳協會員 00'55"59 50米蛙泳 男子9歲 3

第九名 游崇彪 堅進動力游泳會 00'56"16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

第十名 邢榛 駿浪泳會 00'56"57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

11 張景程 泳協會員 00'56"65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2 王子豪 倡泳體育會 00'59"96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3 羅子正 泳協會員 01'00"06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4 楊堯善 啟迪游泳會 01'00"44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5 何梓灝 朗峰康體會 01'03"13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6 劉子陽 倡泳體育會 01'03"50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7 李維朗 駿浪泳會 01'04"91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8 周熙朗 倡泳體育會 01'07"81 50米蛙泳 男子9歲

19 周滙仁 堅進動力游泳 01'13"98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0 鍾灝謙 Dragons’ 4 01'15"11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1 黃祟皓 朗峰康體會 01'16"60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2 馮瑞熙 啟迪游泳會 01'17"66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3 林益昶 堅進動力游泳會 01'19"66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4 周家佑 將協會員 01'19"77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5 劉子雋 泳協會員 01'21"39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6 許凱軒 將協會員 01'30"82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7 葉思進 朗峰康體會 01'35"38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8 蔡紹峰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9歲

29 劉子齊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男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5  女子6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錢嘉希 泳協會員 01'03"12 50米背泳 女子6歲 10

亞軍 李芯柔 泳協會員 01'03"64 50米背泳 女子6歲 9

季軍 梁詠蕎 泳協會員 01'06"62 50米背泳 女子6歲 8

殿軍 李曉彤 朗峰康體會 01'14"59 50米背泳 女子6歲 7

第五名 陳芷琪 駿浪泳會 01'25"50 50米背泳 女子6歲 6

第六名 鄧望望 泳協會員 01'28"29 50米背泳 女子6歲 5

第七名 黃凱澄 藍豚游泳會 01'28"95 50米背泳 女子6歲 4

第八名 姚子詠 深水埗學員 01'31"21 50米背泳 女子6歲 3

第九名 馮靖滺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女子6歲 2

第十名 陳宛翹 毅進體育會 FA 50米背泳 女子6歲 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6  男子6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蕭智堯 泳協會員 01'02"69 50米背泳 男子6歲 10

亞軍 陳俊熹 Dragons’ 4 01'05"69 50米背泳 男子6歲 9

季軍 曾傲舜 駿浪泳會 01'08"57 50米背泳 男子6歲 8

殿軍 李浚賢 泳協會員 01'09"76 50米背泳 男子6歲 7

第五名 郭榮軒 泳協會員 01'09"88 50米背泳 男子6歲 6

第六名 王一諾 泳協會員 01'11"78 50米背泳 男子6歲 5

第七名 林渝竣 泳協會員 01'13"25 50米背泳 男子6歲 4

第八名 黎浚諾 將協會員 01'14"88 50米背泳 男子6歲 3

第九名 嵇雲祥 泳協會員 01'25"93 50米背泳 男子6歲 2

第十名 陳畯彥 泳協會員 01'28"99 50米背泳 男子6歲 1

11 王子謙 駿浪泳會 FA 50米背泳 男子6歲

12 吳約希 駿浪泳會 FA 50米背泳 男子6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7  女子7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黃詩嵐 泳協會員 00'48"26 50米背泳 女子7歲 10

亞軍 曾悅潼 泳協會員 00'51"39 50米背泳 女子7歲 9

季軍 黃靖稀 泳協會員 00'51"97 50米背泳 女子7歲 8

殿軍 李琛攸 朗峰康體會 00'55"07 50米背泳 女子7歲 7

第五名 SOPHIA 啟迪游泳會 00'55"73 50米背泳 女子7歲 6

第六名 李妙灜 泳協會員 00'59"59 50米背泳 女子7歲 5

第七名 鐘詠芯 泳協會員 00'59"76 50米背泳 女子7歲 4

第八名 麥善盈 泳協會員 01'08"09 50米背泳 女子7歲 3

第九名 張愷廷 泳協會員 01'08"72 50米背泳 女子7歲 2

第十名 羅蓓蔚 泳協會員 01'09"77 50米背泳 女子7歲 1

11 施詠婷 泳協會員 01'15"88 50米背泳 女子7歲

12 施詠琳 泳協會員 01'27"75 50米背泳 女子7歲

13 陳樂欣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女子7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8  男子7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沈逸熹 泳協會員 00'47"16 50米背泳 男子7歲 10

亞軍 林柏稀 泳協會員 00'51"78 50米背泳 男子7歲 9

季軍 李宗禧 泳協會員 00'53"10 50米背泳 男子7歲 8

殿軍 劉康楠 泳協會員 00'53"29 50米背泳 男子7歲 7

第五名 苗晉瑋 泳協會員 00'54"39 50米背泳 男子7歲 6

第六名 潘承錕 泳協會員 00'54"44 50米背泳 男子7歲 5

第七名 梁晴謙 泳協會員 00'55"65 50米背泳 男子7歲 4

第八名 黃灝泓 Marine Kids 00'56"69 50米背泳 男子7歲 3

第九名 韓竣洛 泳協會員 01'06"96 50米背泳 男子7歲 2

第十名 0 0 01'17"50 50米背泳 男子7歲 1

11 蕭棨濂 泳協會員 01'36"57 50米背泳 男子7歲

12 耿烺燆 藍豚游泳會 FA 50米背泳 男子7歲

13 陳漢森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男子7歲

14 李焌鉉 駿浪泳會 FA 50米背泳 男子7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99  女子8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黎珮澄 駿浪泳會 00'45"65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0

亞軍 梁曉琳 泳協會員 00'46"15 50米背泳 女子8歲 9

季軍 李釆姍 泳協會員 00'46"57 50米背泳 女子8歲 8

殿軍 梁惠美 泳協會員 00'50"12 50米背泳 女子8歲 7

第五名 鄺珊珊 泳協會員 00'50"63 50米背泳 女子8歲 6

第六名 蔡思樂 Marine Kids 00'51"41 50米背泳 女子8歲 5

第七名 關佳悅 泳協會員 00'51"84 50米背泳 女子8歲 4

第八名 鄧紫蕎 泳協會員 00'53"55 50米背泳 女子8歲 3

第九名 林梓悠 泳協會員 00'53"56 50米背泳 女子8歲 2

第十名 嚴芷潼 泳協會員 00'56"09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

11 伍思穎 泳協會員 00'59"49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2 謝欣恒 泳協會員 01'15"35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3 何凱琳 觀協會員 01'15"60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4 馬心瑤 泳協會員 01'23"29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5 方晞晴 啟迪游泳會 01'34"51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6 梁仁安 泳協會員 01'52"27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7 潘珮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8 趙允言 駿浪泳會 FA 50米背泳 女子8歲

19 陳樂昕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女子8歲

20 游雪穎 香港建美游泳會 FA 50米背泳 女子8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0

男子8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牛梓睿 泳協會員 00'41"50 50米背泳 男子8歲 10

亞軍 鄭柏豪 泳協會員 00'46"38 50米背泳 男子8歲 9

季軍 彭博 泳協會員 00'48"62 50米背泳 男子8歲 8

殿軍 李靖亨 泳協會員 00'50"03 50米背泳 男子8歲 7

第五名 利軒羽 駿浪泳會 00'57"14 50米背泳 男子8歲 6

第六名 吳煒男 凌峰體育會 00'57"39 50米背泳 男子8歲 5

第七名 蘇澤輝 泳協會員 01'03"87 50米背泳 男子8歲 4

第八名 洪伽林 泳協會員 01'05"70 50米背泳 男子8歲 3

第九名 劉知一 泳協會員 01'07"15 50米背泳 男子8歲 2

第十名 何子晞 啟迪游泳會 01'09"19 50米背泳 男子8歲 1

11 呂健峰 泳協會員 01'24"94 50米背泳 男子8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1  女子9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騫怡 泳協會員 00'41"43 50米背泳 女子9歲 10

亞軍 何芯諭 泳協會員 00'42"92 50米背泳 女子9歲 9

季軍 潘樂恩 泳協會員 00'43"25 50米背泳 女子9歲 8

殿軍 蘇若嵐 泳協會員 00'43"34 50米背泳 女子9歲 7

第五名 傅琬淇 香港建美游泳會 00'45"06 50米背泳 女子9歲 6

第六名 方曉嵐 泳協會員 00'45"66 50米背泳 女子9歲 5

第七名 楊珺澄 泳協會員 00'46"02 50米背泳 女子9歲 4

第八名 方嘉榆 泳協會員 00'46"34 50米背泳 女子9歲 3

第九名 高靖宇 將協會員 00'46"62 50米背泳 女子9歲 2

第十名 招恩寶 泳協會員 00'47"38 50米背泳 女子9歲 1

11 蔡稀桐 泳協會員 00'47"52 50米背泳 女子9歲

12 林子媛 樂泳 00'51"75 50米背泳 女子9歲

13 李映彤 泳協會員 00'52"10 50米背泳 女子9歲

14 林昕葶 朗峰康體會 00'54"87 50米背泳 女子9歲

15 朱思萌 泳協會員 00'55"92 50米背泳 女子9歲

16 余雋穎 凌峰體育會 01'00"74 50米背泳 女子9歲

17 黎芷而 泳協會員 01'17"71 50米背泳 女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2  男子9歲     50米背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丘栢濠 泳協會員 00'42"08 50米背泳 男子9歲 10

亞軍 羅永豪 泳協會員 00'43"32 50米背泳 男子9歲 9

季軍 黃俞達 泳協會員 00'43"96 50米背泳 男子9歲 8

殿軍 蕭俊傑 泳協會員 00'44"06 50米背泳 男子9歲 7

第五名 簡灝鋑 泳協會員 00'47"33 50米背泳 男子9歲 6

第六名 王誦禧 泳協會員 00'49"14 50米背泳 男子9歲 5

第七名 梁雋昊 駿浪泳會 00'51"48 50米背泳 男子9歲 4

第八名 李柏禧 泳協會員 00'51"79 50米背泳 男子9歲 3

第九名 楊堯善 啟迪游泳會 00'52"36 50米背泳 男子9歲 2

第十名 張景程 泳協會員 00'57"39 50米背泳 男子9歲 1

11 劉子陽 倡泳體育會 01'08"34 50米背泳 男子9歲

12 周熙朗 倡泳體育會 01'11"02 50米背泳 男子9歲

13 蕭雋傑 泳協會員 01'19"37 50米背泳 男子9歲

14 劉子齊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男子9歲

15 李宇翹 泳協會員 FA 50米背泳 男子9歲

16 包宸瑋 駿浪泳會 FA 50米背泳 男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3  女子7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李琛攸 朗峰康體會 00'49"61 50米蝶泳 女子7歲 10

亞軍 曾悅潼 泳協會員 00'52"01 50米蝶泳 女子7歲 9

季軍 潘姵呈 香港建美游泳 01'00"58 50米蝶泳 女子7歲 8

殿軍 黃靖稀 泳協會員 01'02"73 50米蝶泳 女子7歲 7

第五名 鐘詠芯 泳協會員 01'02"84 50米蝶泳 女子7歲 6

第六名 羅靖喬 駿浪泳會 01'25"11 50米蝶泳 女子7歲 5

第七名 施詠琳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女子7歲 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4  男子7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沈逸熹 泳協會員 00'45"35 50米蝶泳 男子7歲 10

亞軍 潘承錕 泳協會員 00'51"84 50米蝶泳 男子7歲 9

季軍 李宗禧 泳協會員 00'54"40 50米蝶泳 男子7歲 8

殿軍 林柏稀 泳協會員 00'54"49 50米蝶泳 男子7歲 7

第五名 陳亮 泳協會員 00'55"04 50米蝶泳 男子7歲 6

第六名 劉康楠 泳協會員 00'58"32 50米蝶泳 男子7歲 5

第七名 韓竣洛 泳協會員 01'14"03 50米蝶泳 男子7歲 4

第八名 黃正男 深水埗學員 FA 50米蝶泳 男子7歲 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5  女子8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梁啓雙 凌峰體育會 00'46"02 50米蝶泳 女子8歲 10

亞軍 謝佩瑩 凌峰體育會 00'46"73 50米蝶泳 女子8歲 9

季軍 梁惠美 泳協會員 00'47"49 50米蝶泳 女子8歲 8

殿軍 黎珮澄 駿浪泳會 00'47"91 50米蝶泳 女子8歲 7

第五名 鄺珊珊 泳協會員 00'51"40 50米蝶泳 女子8歲 6

第六名 關佳悅 泳協會員 00'51"66 50米蝶泳 女子8歲 5

第七名 梁曉琳 泳協會員 00'53"77 50米蝶泳 女子8歲 4

第八名 蔡思樂 Marine Kids 01'01"27 50米蝶泳 女子8歲 3

第九名 袁倢羚 泳協會員 01'01"29 50米蝶泳 女子8歲 2

第十名 梁雪瑤 Marine Kids 01'02"60 50米蝶泳 女子8歲 1

11 楊泆楠 香港建美游泳 FA 50米蝶泳 女子8歲

12 潘珮 泳協會員 FA 50米蝶泳 女子8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6  男子8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彭博 泳協會員 00'40"11 50米蝶泳 男子8歲 10

亞軍 牛梓睿 泳協會員 00'40"96 50米蝶泳 男子8歲 9

季軍 唐裕霑 泳協會員 00'41"49 50米蝶泳 男子8歲 8

殿軍 鄭柏豪 泳協會員 00'45"50 50米蝶泳 男子8歲 7

第五名 王梓衡 泳協會員 00'52"35 50米蝶泳 男子8歲 6

第六名 蔣京瑋 泳協會員 01'15"29 50米蝶泳 男子8歲 5

第七名 譚子楠 觀協會員 01'21"46 50米蝶泳 男子8歲 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7  女子9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王騫怡 泳協會員 00'37"98 50米蝶泳 女子9歲 10

亞軍 何芯諭 泳協會員 00'41"09 50米蝶泳 女子9歲 9

季軍 蘇若嵐 泳協會員 00'42"70 50米蝶泳 女子9歲 8

殿軍 潘樂恩 泳協會員 00'43"58 50米蝶泳 女子9歲 7

第五名 余雋穎 凌峰體育會 00'44"00 50米蝶泳 女子9歲 6

第六名 高靖宇 將協會員 00'45"36 50米蝶泳 女子9歲 5

第七名 Leung Hei Man 樂泳 00'46"58 50米蝶泳 女子9歲 4

第八名 招恩寶 泳協會員 00'52"29 50米蝶泳 女子9歲 3

第九名 方嘉榆 泳協會員 00'54"43 50米蝶泳 女子9歲 2

第十名 林碧欣 泳協會員 00'54"60 50米蝶泳 女子9歲 1

11 李映彤 泳協會員 00'54"64 50米蝶泳 女子9歲

12 蔡稀桐 泳協會員 00'55"83 50米蝶泳 女子9歲

13 林子媛 樂泳 00'57"29 50米蝶泳 女子9歲

14 梁家嫸 朗峰康體會 01'01"03 50米蝶泳 女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8  男子9歲     50米蝶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丘栢濠 泳協會員 00'40"77 50米蝶泳 男子9歲 10

亞軍 羅永豪 泳協會員 00'40"99 50米蝶泳 男子9歲 9

季軍 郭健唯 凌峰體育會 00'43"11 50米蝶泳 男子9歲 8

殿軍 簡灝鋑 泳協會員 00'45"21 50米蝶泳 男子9歲 7

第五名 李宇翹 泳協會員 00'46"84 50米蝶泳 男子9歲 6

第六名 王誦禧 泳協會員 00'49"47 50米蝶泳 男子9歲 5

第七名 游崇彪 堅進動力游泳 00'54"16 50米蝶泳 男子9歲 4

第八名 何梓灝 朗峰康體會 01'11"53 50米蝶泳 男子9歲 3

第九名 劉子陽 倡泳體育會 01'20"51 50米蝶泳 男子9歲 2

第十名 周熙朗 倡泳體育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9歲 1

11 包宸瑋 駿浪泳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9歲

12 黃嘉星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蝶泳 男子9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09  女子5歲     50米蛙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關桂淳 泳協會員 01'06"91 50米蛙泳 女子5歲 10

亞軍 黃尉恩 泳協會員 01'12"23 50米蛙泳 女子5歲 9

季軍 陸芯喬 泳協會員 01'24"81 50米蛙泳 女子5歲 8

殿軍 Wong Tsz 毅進體育會 01'28"01 50米蛙泳 女子5歲 7

第五名 鄭思倪 泳協會員 01'28"81 50米蛙泳 女子5歲 6

第六名 劉凱莉 駿浪泳會 01'35"09 50米蛙泳 女子5歲 5

第七名 洪芷睿 泳協會員 01'44"06 50米蛙泳 女子5歲 4

第八名 趙允之 駿浪泳會 01'46"60 50米蛙泳 女子5歲 3

第九名 方嘉靖 泳協會員 02'01"59 50米蛙泳 女子5歲 2

第十名 王芷瑩 觀協會員 02'15"64 50米蛙泳 女子5歲 1

11 陳心悠 觀協會員 02'17"61 50米蛙泳 女子5歲

12 黃愷蕎 倡泳體育會 02'28"00 50米蛙泳 女子5歲

13 尤曦晨 泳協會員 02'42"76 50米蛙泳 女子5歲

14 吳翠芝 觀協會員 02'43"59 50米蛙泳 女子5歲

15 馮靖滺 泳協會員 FA 50米蛙泳 女子5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11  女子5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關桂淳 泳協會員 00'53"51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0

亞軍 0 0 00'54"12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9

季軍 劉一姿 泳協會員 01'04"94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8

殿軍 鄭思倪 泳協會員 01'06"20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7

第五名 陸芯喬 泳協會員 01'07"91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6

第六名 Wong Tsz 毅進體育會 01'20"28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5

第七名 洪伽瑩 泳協會員 01'23"11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4

第八名 李樂盈 泳協會員 01'35"31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3

第九名 方嘉靖 泳協會員 01'45"35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2

第十名 王芷瑩 觀協會員 01'46"03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

11 陳心悠 觀協會員 01'46"62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2 趙允之 駿浪泳會 01'48"62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3 尤曦晨 泳協會員 02'03"72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4 袁瓔禎 凌峰體育會 02'08"89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5 鄭曉琳 觀協會員 02'09"13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6 施雯雯 觀協會員 02'31"88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7 黃尉恩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8 馮靖滺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19 吳希謠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女子5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12  男子5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代承熙 泳協會員 01'06"80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0

亞軍 葉子浩 泳協會員 01'16"41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9

季軍 林奕宏 泳協會員 01'19"82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8

殿軍 施灝俊 泳協會員 01'20"53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7

第五名 陳灝謙 泳協會員 01'20"69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6

第六名 陳銳言 泳協會員 01'20"71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5

第七名 江浚源 泳協會員 01'20"89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4

第八名 詹皓霖 泳協會員 01'21"30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3

第九名 林奕旻 泳協會員 01'22"79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

第十名 方嘉渢 泳協會員 01'27"27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

11 何俊熹 泳協會員 01'27"44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2 陳思行 Dragons’ 4 01'30"22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3 黃顥鋒 泳協會員 01'31"84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4 苗晉豪 泳協會員 01'40"32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5 黃詩鈞 泳協會員 01'43"39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6 馮天朗 泳協會員 01'52"27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7 楊浩瑜 泳協會員 01'53"79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8 梁智森 泳協會員 01'55"36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19 郭碩信 泳協會員 01'55"82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0 邱澤栩 泳協會員 02'01"71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1 倪啟竣 泳協會員 02'05"64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2 鄧浚謙 將協會員 02'07"53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3 吳力行 泳協會員 02'11"63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4 黃浩銘 駿浪泳會 02'11"97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5 凌雋庭 泳協會員 02'15"53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6 陳漢燁 泳協會員 02'29"03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7 鍾智謙 Dragons’ 4 DQ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8 梁鉦滔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29 郭朗言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30 謝君睿 泳協會員 FA 50米自由泳 男子5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13  女子6歲     50米浮板踢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梁詠蕎 泳協會員 01'00"63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10

亞軍 李芯柔 泳協會員 01'04"40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9

季軍 張芷媛 泳協會員 01'05"38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8

殿軍 陳芷琪 駿浪泳會 01'11"21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7

第五名 李曉彤 朗峰康體會 01'16"09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6

第六名 陳恩祈 泳協會員 01'21"03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5

第七名 楊凱晴 朗峰康體會 01'21"57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4

第八名 李穎思 泳協會員 01'24"21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3

第九名 湯凱澄 朗峰康體會 01'29"06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2

第十名 何晞晴 泳協會員 01'38"66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1

11 姚子詠 深水埗學員 01'46"64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12 溫珈熙 泓溢游泳會 01'50"79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13 吳梓澄 深水埗學員 02'02"01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14 曾樂晴 泳協會員 02'28"55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15 吳凱詩 泳協會員 03'43"23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16 王卓藍 泳協會員 FA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6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14  男子6歲     50米浮板踢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曾傲舜 駿浪泳會 00'54"65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0

亞軍 林渝竣 泳協會員 00'59"55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9

季軍 蕭智堯 泳協會員 01'02"56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8

殿軍 李浚賢 泳協會員 01'07"63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7

第五名 郭榮軒 泳協會員 01'10"11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6

第六名 陳畯彥 泳協會員 01'11"64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5

第七名 陳澤 泳協會員 01'12"01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4

第八名 李汶羲 泳協會員 01'12"34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3

第九名 嵇雲祥 泳協會員 01'12"89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2

第十名 王一諾 泳協會員 01'13"23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

11 許凱恒 將協會員 01'14"75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2 吳約希 駿浪泳會 01'16"18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3 黃振霖 觀協會員 01'21"10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4 邱宇澤 泳協會員 01'23"10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5 羅俊翹 泳協會員 01'25"71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6 黎浚諾 將協會員 01'31"02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7 劉衍晰 泳協會員 01'59"53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8 庾程海 觀協會員 01'59"81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19 王子謙 駿浪泳會 02'09"31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20 翁誠佑 泓溢游泳會 FA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21 譚浩輝 朗峰康體會 FA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6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15  女子5歲     50米浮板踢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黃尉恩 泳協會員 01'09"81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0

亞軍 劉一姿 泳協會員 01'14"21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9

季軍 李樂盈 泳協會員 01'16"83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8

殿軍 陳心悠 觀協會員 01'24"04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7

第五名 鄭思倪 泳協會員 01'24"32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6

第六名 洪伽瑩 泳協會員 01'26"56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5

第七名 趙允之 駿浪泳會 01'28"75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4

第八名 洪芷睿 泳協會員 01'31"45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3

第九名 吳希謠 泳協會員 01'35"40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2

第十名 方嘉靖 泳協會員 01'39"49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

11 吳翠芝 觀協會員 01'45"17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2 王芷瑩 觀協會員 01'49"16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3 吴若宇 Dragons’ 4 01'57"72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4 鄧紫瞳 泳協會員 02'06"10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5 尤曦晨 泳協會員 02'10"48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6 黃愷蕎 倡泳體育會 02'18"44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7 袁瓔禎 凌峰體育會 02'23"20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8 施雯雯 觀協會員 02'36"65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19 梁家恩 朗峰康體會 02'44"57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20 廖梓晴 泳協會員 FA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21 鄭曉琳 觀協會員 FA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22 陸芯喬 泳協會員 FA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23 馮靖滺 泳協會員 FA 50米浮板踢腳 女子5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7)

大環山公眾游泳池  2017.06.18      成績公佈          項目-114  男子5歲     50米浮板踢腳

名次 組 道 姓名 屬會 成績 項目 組別 總分

冠軍 代承熙 泳協會員 01'03"58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0

亞軍 楊浩瑜 泳協會員 01'12"92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9

季軍 詹皓霖 泳協會員 01'12"94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8

殿軍 陳銳言 泳協會員 01'14"04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7

第五名 林奕宏 泳協會員 01'14"92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6

第六名 陳灝謙 泳協會員 01'15"30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5

第七名 方嘉渢 泳協會員 01'27"71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4

第八名 黃顥鋒 泳協會員 01'27"75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3

第九名 江浚源 泳協會員 01'30"33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

第十名 苗晉豪 泳協會員 01'36"00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

11 梁智森 泳協會員 01'36"40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2 廖子皓 朗峰康體會 01'39"19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3 郭碩信 泳協會員 01'51"94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4 陳漢燁 泳協會員 01'55"41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5 施灝俊 泳協會員 01'56"99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6 黃詩鈞 泳協會員 01'58"38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7 倪啟竣 泳協會員 02'09"67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8 何俊熹 泳協會員 02'09"80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19 郭朗言 泳協會員 02'10"23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0 邱澤栩 泳協會員 02'20"52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1 陳柏霖 觀協會員 02'20"69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2 凌雋庭 泳協會員 02'21"07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3 吳力行 泳協會員 02'42"53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4 馮天朗 泳協會員 02'45"98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5 謝君睿 泳協會員 03'16"57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6 梁鉦滔 泳協會員 DQ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7 林奕旻 泳協會員 DQ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8 馮天宇 泳協會員 FA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29 施明竣 泳協會員 FA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30 葉子浩 泳協會員 FA 50米浮板踢腳 男子5歲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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