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游泳協會 主辦                     

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2021) 5月2日 成績公佈
成績公佈 項目-1 女子4歲以下 25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陳譽之 泳協會員 1'34'02

成績公佈 項目-2 男子4歲以下 25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梁柏熙 泳協會員 00'41'85

亞軍 黃柏睿 偉基泳會 01'07'62

季軍 黃澤仁 Unlque Swimming 01'40'70

成績公佈 項目3 女子5歲 25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何蕎希 駿浪泳會 00'35'16

亞軍 陳雨菡 非會員 00'35'73

季軍 Ma Hei Yuet 偉基泳會 01'35'82

成績公佈 項目4 男子5歲 25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邢維丞 泳協會員 00'27'89

亞軍 黃釨浩 泳協會員 00'28'64

季軍 劉森 觀協會員 00'31'47

殿軍 林子博 泳協會員 00'34'52

第5名 鍾文韜 觀協會員 00'38'08

第6名 莊睿琛 非會員 FA

第7名 黃韞琦 偉基泳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5 女子6歲 25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學而 何文田體育會 00'21'32

亞軍 胡靖翹 泳協會員 00'28'48

季軍 馮筠雅 Unlque Swimming 00'29'42

殿軍 周靖淇 何文田體育會 00'40'30

第5名 黃韞琳 偉基泳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6 男子6歲 25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佘承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20'16

亞軍 梁卓弘 梁省德學校 00'20'86

季軍 李嘉朗 何文田體育會 00'27'69

殿軍 黃敬浩 何文田體育會 00'28'06

第5名 張柏然 駿浪泳會 00'35'78

第6名 張日曦 何文田體育會 00'37'03

第7名 周家樑 駿浪泳會 00'46'35

第8名 施瑜㕢 觀協會員 00'59'47



成績公佈 項目7 女子4歲以下 25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陳譽之 泳協會員 01'58'71

成績公佈 項目8 男子4歲以下 25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黃柏睿 偉基泳會 02'03'46

成績公佈 項目9 女子5歲 25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何蕎希 駿浪泳會 00'49'70

成績公佈 項目10 男子5歲 25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黃釨浩 泳協會員 00'41'67

亞軍 邢維丞 泳協會員 00'49'67

季軍 劉森 觀協會員 00'52'49

殿軍 林子博 泳協會員 00'59'07

第5名 鍾文韜 觀協會員 01'26'21

第6名 莊睿琛 非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11 女子6歲 25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學而 何文田體育會 00'29'11

亞軍 胡靖翹 泳協會員 00'33'84

季軍 馮筠雅 Unlque Swimming 00'39'72



成績公佈 項目12 男子6歲 25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佘承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29'27

亞軍 張日曦 何文田體育會 00'30'54

季軍 梁卓弘 梁省德學校 00'30'78

殿軍 李嘉朗 何文田體育會 00'32'80

第5名 黃敬浩 何文田體育會 00'39'14

成績公佈 項目14 男子4歲以下 25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黃柏睿 偉基泳會 01'08'46

亞軍 鄒俊龍 偉基泳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16 男子5歲 25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黃釨浩 泳協會員 00'30'08

亞軍 邢維丞 泳協會員 00'30'77

季軍 劉森 觀協會員 00'36'18

殿軍 黃韞琦 偉基泳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17 女子6歲 25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學而 何文田體育會 00'25'91

亞軍 黃韞琳 偉基泳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18 男子6歲 25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佘承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25'64

亞軍 梁卓弘 梁省德學校 00'27'57

季軍 張日曦 何文田體育會 00'32'93

殿軍 李嘉朗 何文田體育會 00'34'06

第5名 黃敬浩 何文田體育會 00'34'35

第6名 張柏然 駿浪泳會 00'45'05

第7名 周家樑 駿浪泳會 00'57'27

第8名 楊堯天 偉基泳會 01'32'89

成績公佈 項目19 女子4歲以下 持板踢水25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姜芷妮 何文田體育會 01'28'72

亞軍 鄭子芊 何文田體育會 01'29'27

季軍 鄧子芊 非會員 01'54'19

成績公佈 項目20 男子4歲以下 持板踢水25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梁柏熙 泳協會員 00'40'05

亞軍 黃澤仁 Unlque Swimming 01'36'06

成績公佈 項目21 女子5歲 持板踢水25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何蕎希 駿浪泳會 00'38'05

亞軍 陳雨菡 非會員 00'40'70



成績公佈 項目22 男子5歲 持板踢水25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邢維丞 泳協會員 00'25'60

亞軍 黃釨浩 泳協會員 00'28'76

季軍 劉森 觀協會員 00'29'69

殿軍 林子博 泳協會員 00'34'72

第5名 鍾文韜 觀協會員 00'38'38

第6名 梁樂軒 何文田體育會 01'35'11

第7名 黃韞琦 偉基泳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23 女子6歲 持板踢水25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馮筠雅 Unlque Swimming 00'32'89

亞軍 周靖淇 何文田體育會 00'35'41

季軍 黃韞琳 偉基泳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24 男子6歲 持板踢水25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嘉朗 何文田體育會 00'27'33

亞軍 黃敬浩 何文田體育會 00'30'41

季軍 張柏然 駿浪泳會 00'33'39

殿軍 施瑜㕢 觀協會員 00'36'52

第5名 周家樑 駿浪泳會 00'37'87



成績公佈 項目25 女子7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梁嘉童 駿浪泳會 00'47'11

亞軍 任悅曈 Unlque Swimming 00'48'69

季軍 鄒椿玥 Unlque Swimming 00'51'69

殿軍 李汶蔚 何文田體育會 00'52'69

第5名 潘詩妤 何文田體育會 00'56'01

第6名 弓芷妮 駿浪泳會 00'56'79

第7名 廖梓晴 泳協會員 00'56'94

第8名 蔡雙如 何文田體育會 01'02'49

成績公佈 項目26 男子7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黃鋑堯 泳協會員 00'43'40

亞軍 劉翼 觀協會員 00'45'55

季軍 林朗喬 泳協會員 00'45'70

殿軍 杜承霖 泳協會員 00'45'99

第5名 佘承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46'82

第6名 謝卓朗 駿浪泳會 00'51'26

第7名 吳子龍 駿浪泳會 00'51'36

第8名 郭子立 何文田體育會 00'55'32

第9名 黃嘉龍 Unlque Swimming 00'57'53

第10名 張淳鏗 何文田體育會 01'00'65

第11名 羅念祖 何文田體育會 01'09'94

第12名 張俊豪 Unlque Swimming FA

第13名 李家灝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27 女子8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靜儀 泳協會員 00'38'13

亞軍 林子晴 泳協會員 00'39'92

季軍 何曼惟 何文田體育會 00'40'36

殿軍 梁珈淇 泳協會員 00'44'53

第5名 林康喬 何文田體育會 00'46'58

第6名 于卓桐 何文田體育會 00'46'83

第7名 陳安雅 何文田體育會 00'50'75

第8名 陳慧妍 Unlque Swimming 00'50'87

第9名 葉禾佳 何文田體育會 00'54'11

第10名 梁可風 偉基泳會 00'57'50

第11名 廖啟澄 駿浪泳會 00'57'88

第12名 張日蕎 何文田體育會 01'04'68

第13名 黃晞瑤 何文田體育會 01'16'67

第14名 楊雅婷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28 男子8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佘懿洭 何文田體育會 00'35'32

亞軍 林仲熙 泳協會員 00'39'21

季軍 邢維龍 泳協會員 00'40'98

殿軍 楊柏朗 泳協會員 00'41'31

第5名 郭子樂 何文田體育會 00'44'59

第6名 吳怡鋒 泳協會員 00'44'74

第7名 葉萃葰 何文田體育會 00'46'90

第8名 屠予睿 泳協會員 00'49'48

第9名 黃澤霖 Unlque Swimming 00'54'47

第10名 吳天睿 何文田體育會 00'56'24

第11名 陳永昊 何文田體育會 00'56'46

第12名 陳奕銘 何文田體育會 00'57'65

第13名 倪琮賀 偉基泳會 01'04'07

第14名 黃栢軒 非會員 FA

第15名 李丞恩 非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29 女子9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沈綺紋 何文田體育會 00'32'35

亞軍 屠紫媃 泳協會員 00'35'07

季軍 沈綺洛 何文田體育會 00'35'80

殿軍 楊濼彤 泳協會員 00'36'88

第5名 張雅婷 何文田體育會 00'37'34

第6名 洪芷睿 泳協會員 00'37'45

第7名 林澔兒 駿浪泳會 00'37'68

第8名 溫靖瑤 非會員 00'38'51

第9名 鍾嬗瑤 Unlque Swimming 00'38'57

第10名 楊綽蕘 泳協會員 00'39'78

第11名 許鍶泳 何文田體育會 00'42'54

第12名 蘇紫悠 何文田體育會 00'44'19

第13名 廖晞彤 何文田體育會 00'46'67

第14名 馮善彤 何文田體育會 00'48'98

第15名 江靖橦 Unlque Swimming 00'49'35

第16名 姜芷柔 何文田體育會 00'59'10

第17名 許焯喬 泳協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30 男子9歲 50米自由泳

冠軍 林尚熹 泳協會員 00'32'93

亞軍 鍾浩程 泳協會員 00'34'38

季軍 紀天嵐 駿浪泳會 00'35'33

殿軍 石梓亨 何文田體育會 00'35'42

第5名 陳畯彥 何文田體育會 00'35'49

第6名 楊梓皜 何文田體育會 00'35'63

第7名 梁淦賢 何文田體育會 00'35'77

第8名 陳梓軒 泳協會員 00'37'59

第9名 陳銳言 何文田體育會 00'37'97

第10名 何榛 Unlque Swimming 00'39'83

第11名 吳杰燐 觀協會員 00'40'47

第12名 郭子逸 何文田體育會 00'40'72

第13名 王振耀 何文田體育會 00'41'30

第14名 陳松昇 何文田體育會 00'42'71

第15名 洪天宇 Unlque Swimming 00'44'40

第16名 蔡睿珩 何文田體育會 00'44'86

第17名 何沛樺 何文田體育會 00'46'73

第19名 Hue Cheuk Hang 觀協會員 00'47'25

第18名 張家嗚 何文田體育會 00'50'90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成績公佈 項目31 女子7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梁嘉童 駿浪泳會 00'56'68

亞軍 李汶蔚 何文田體育會 00'59'21

季軍 任悅曈 Unlque Swimming 01'01'63

殿軍 鄒椿玥 Unlque Swimming 01'18'76

第5名 弓芷妮 駿浪泳會 01'20'89



成績公佈 項目32 男子7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謝卓朗 駿浪泳會 01'00'49

亞軍 張淳鏗 何文田體育會 01'06'43

季軍 黃鋑堯 泳協會員 01'06'71

殿軍 劉翼 觀協會員 01'10'23

第5名 郭子立 何文田體育會 01'11'51

第6名 黃嘉龍 Unlque Swimming 01'29'69

成績公佈 項目33 女子8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靜儀 泳協會員 00'53'19

亞軍 林子晴 泳協會員 00'54'54

季軍 張日蕎 何文田體育會 01'01'28

殿軍 林康喬 何文田體育會 01'02'08

第5名 陳安雅 何文田體育會 01'03'82

第6名 于卓桐 何文田體育會 01'04'17

第7名 何曼惟 何文田體育會 01'04'67

第8名 梁珈淇 泳協會員 01'07'36

第9名 葉禾佳 何文田體育會 01'10'37

第10名 陳慧妍 Unlque Swimming 01'14'53

第11名 黃泊瑜 偉基泳會 01'29'25



成績公佈 項目34 男子8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佘懿洭 何文田體育會 00'49'38

亞軍 邢維龍 泳協會員 00'56'31

季軍 郭子立 何文田體育會 00'57'80

殿軍 楊柏朗 泳協會員 00'58'78

第5名 葉萃葰 何文田體育會 01'01'55

第6名 陳永昊 何文田體育會 01'03'48

第7名 屠予睿 泳協會員 01'03'51

第8名 陳奕銘 何文田體育會 01'19'86

第9名 倪琮賀 偉基泳會 01'21'79

第10名 黃澤霖 Unlque Swimming 01'24'45

成績公佈 項目35 女子9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沈綺洛 何文田體育會 00'43'42

亞軍 沈綺紋 何文田體育會 00'44'24

季軍 洪芷睿 泳協會員 00'47'81

殿軍 屠紫媃 泳協會員 00'49'67

第5名 溫靖瑤 非會員 00'51'98

第6名 鍾嬗瑤 Unlque Swimming 00'52'84

第7名 張雅婷 何文田體育會 00'53'48

第8名 楊濼彤 泳協會員 00'53'92

第9名 蘇紫悠 何文田體育會 00'55'73

第10名 廖晞彤 何文田體育會 00'56'26

第11名 許鍶泳 何文田體育會 00'59'81

第12名 江靖橦 Unlque Swimming 01'03'17

第13名 馮善彤 何文田體育會 01'07'89

第14名 許焯喬 泳協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36 男子9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石梓亨 何文田體育會 00'46'96

亞軍 楊梓皜 何文田體育會 00'47'01

季軍 陳梓軒 泳協會員 00'47'16

殿軍 梁淦賢 何文田體育會 00'47'76

第5名 鍾浩程 泳協會員 00'48'00

第6名 紀天嵐 駿浪泳會 00'48'50

第7名 陳銳言 何文田體育會 00'48'69

第8名 何榛 Unlque Swimming 00'53'91

第9名 洪天宇 Unlque Swimming 00'57'01

第10名 鄺威銘 何文田體育會 00'59'23

第11名 蔡睿珩 何文田體育會 01'00'23

第12名 王振耀 何文田體育會 01'00'78

第13名 何沛樺 何文田體育會 01'00'86

第14名 郭子逸 何文田體育會 01'01'51

第15名 陳松昇 何文田體育會 01''02'10

第16名 張家嗚 何文田體育會 01'03'47

成績公佈 項目37 女子7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汶蔚 何文田體育會 00'59'41

亞軍 潘詩妤 何文田體育會 01'01'31

季軍 任悅曈 Unlque Swimming 01'01'54

殿軍 蔡雙如 何文田體育會 01'10'41



成績公佈 項目38 男子7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黃鋑堯 泳協會員 00'53'38

亞軍 杜承霖 泳協會員 00'55'92

季軍 劉翼 觀協會員 00'57'31

殿軍 吳子龍 駿浪泳會 01'00'72

第5名 張淳鏗 何文田體育會 01'17'99

第6名 羅念祖 何文田體育會 01'26'75

第7名 陳永昊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39 女子8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靜儀 泳協會員 00'47'49

亞軍 何曼惟 何文田體育會 00'49'31

季軍 林子晴 泳協會員 00'49'68

殿軍 于卓桐 何文田體育會 00'57'13

第5名 陳安雅 何文田體育會 01'03'61

第6名 張日蕎 何文田體育會 01'12'06

第7名 葉樂佳 何文田體育會 01'13'36

第8名 梁可風 偉基泳會 01'16'25

成績公佈 項目40 男子8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佘懿洭 何文田體育會 00'40'99

亞軍 林仲熙 泳協會員 00'44'92

季軍 邢維龍 泳協會員 00'50'09

殿軍 吳怡鋒 泳協會員 00'50'62

第5名 楊柏朗 泳協會員 00'51'18



第6名 葉萃葰 何文田體育會 00'54'87

第7名 屠予睿 泳協會員 01'02'33

第8名 吳天睿 何文田體育會 01'04'13

第9名 黃栢軒 非會員 FA

第10名 李丞恩 非會員 FA

第11名 郭子逸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41 女子9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沈綺紋 何文田體育會 00'38'63

亞軍 屠紫媃 泳協會員 00'41'01

季軍 溫靖瑤 非會員 00'43'76

殿軍 沈綺洛 何文田體育會 00'45'48

第5名 林澔兒 駿浪泳會 00'45'58

第6名 鍾嬗瑤 Unlque Swimming 00'47'24

第7名 楊濼彤 泳協會員 00'47'93

第8名 楊綽蕘 泳協會員 00'48'91

第9名 廖晞彤 何文田體育會 00'52'98

第10名 張雅婷 何文田體育會 01'00'42

第11名 江靖橦 Unlque Swimming 01'04'88

第12名 馮善彤 何文田體育會 01'05'46

第13名 許焯喬 泳協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42 男子9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紀天嵐 駿浪泳會 00'38'80

亞軍 林尚熹 泳協會員 00'39'99

季軍 鍾浩程 泳協會員 00'42'94

殿軍 梁淦賢 何文田體育會 00'43'33

第5名 陳畯彥 何文田體育會 00'44'87

第6名 王振耀 何文田體育會 00'45'83

第7名 鄺威銘 何文田體育會 00'46'57

第8名 陳梓軒 泳協會員 00'47'16

第9名 郭子逸 何文田體育會 00'50'93

第10名 何榛 Unlque Swimming 00'54'01

第11名 陳松昇 何文田體育會 00'56'50

成績公佈 項目43 女子7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任悅曈 Unlque Swimming 01'04'78

成績公佈 項目44 男子7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朗喬 泳協會員 00'51'98

亞軍 黃鋑堯 泳協會員 01'02'89

季軍 吳子龍 駿浪泳會 01'08'11

殿軍 謝卓朗 駿浪泳會 01'15'25



成績公佈 項目45 女子8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靜儀 泳協會員 00'48'86

亞軍 林子晴 泳協會員 00'50'04

季軍 何曼惟 何文田體育會 00'59'61

殿軍 于卓桐 何文田體育會 01'05'97

第5名 陳安雅 何文田體育會 01'09'19

成績公佈 項目46 男子8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佘慤洭 何文田體育會 00'41'34

亞軍 邢維龍 泳協會員 00'47'43

季軍 楊柏朗 泳協會員 01'01'66

殿軍 葉萃葰 何文田體育會 01'02'18

第5名 屠予睿 泳協會員 01'17'22

第6名 李丞恩 非會員 FA

第7名 郭子逸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47 女子9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沈綺紋 何文田體育會 00'38'91

亞軍 鍾嬗瑤 Unlque Swimming 00'41'42

季軍 楊濼彤 泳協會員 00'42'94

殿軍 洪芷睿 泳協會員 00'43'47

第5名 屠紫媃 泳協會員 00'45'92

第6名 林澔兒 駿浪泳會 00'46'06

第7名 沈綺洛 何文田體育會 00'47'02

第8名 溫靖瑤 非會員 00'50'15

第9名 楊綽蕘 泳協會員 00'55'37

第10名 江靖橦 Unlque Swimming 01'08'93

第11名 許焯喬 泳協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48 男子9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尚熹 泳協會員 00'36'57

亞軍 紀天嵐 駿浪泳會 00'37'58

季軍 鍾浩程 泳協會員 00'40'41

殿軍 楊梓皜 何文田體育會 00'43'27

第5名 梁淦賢 何文田體育會 00'44'30

第6名 陳畯彥 何文田體育會 00'44'32

第7名 陳梓軒 泳協會員 00'51'23

第8名 吳杰燐 觀協會員 00'51'87

第9名 何榛 Unlque Swimming 00'51'95

第10名 石梓亨 何文田體育會 00'52'48

第11名 郭子逸 何文田體育會 01'01'66



成績公佈 項目49 女子10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姚沁言 泳協會員 00'31'41

亞軍 何昭文 非會員 00'33'27

季軍 姜曉彤 駿浪泳會 00'35'29

殿軍 梁詠蕎 何文田體育會 00'35'35

第5名 李心瑜 Unlque Swimming 00'35'93

第6名 向慧珍 何文田體育會 00'39'09

第7名 林洛彤 駿浪泳會 00'39'93

第8名 龔靖晴 泳協會員 00'41'13

第9名 溫以藍 何文田體育會 00'41'20

第10名 劉芷研 駿浪泳會 00'41'49

第11名 孫莉嵐 何文田體育會 00'42'69

第12名 許卓淇 觀協會員 00'47'25



成績公佈 項目50 男子10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汶羲 何文田體育會 00'33'40

亞軍 郭榮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33'69

季軍 金裕軒 非會員 00'33'90

殿軍 何毓灝 何文田體育會 00'34'95

第5名 盧均權 非會員 00'35'13

第6名 林柏言 何文田體育會 00'35'84

第7名 楊鎧謙 非會員 00'36'23

第8名 楊嘉 駿浪泳會 00'36'97

第9名 戴浩翔 何文田體育會 00'37'21

第10名 陳卓楠 何文田體育會 00'38'24

第11名 董瑞森 何文田體育會 00'39'65

第12名 麥靖朗 何文田體育會 00'42'51

第13名 謝廷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43'08

第14名 關啟哲 何文田體育會 00'47'09

第15名 李宇皓 泳協會員 00'47'19

第16名 朱钲洭 何文田體育會 00'49'52

第17名 黃泊錤 偉基泳會 00'50'87

第18名 盧峻瑜 何文田體育會 00'52'88

成績公佈 項目51 女子11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鍾詠芯 何文田體育會 00'32'81

冠軍 文咉翹 何文田體育會 00'32'82

亞軍 梁洛沂 泳協會員 00'32'90

季軍 高雪菱 泳協會員 00'37'28

殿軍 姚靜卓 何文田體育會 00'37'63

第5名 楊玥涵 何文田體育會 00'45'45

第6名 姓名 屬會 成績



成績公佈 項目52 男子11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王聲樹 何文田體育會 30''13

亞軍 陳亮 何文田體育會 31'74

季軍 陳永正 何文田體育會 31'89

殿軍 林慶嘉 何文田體育會 32'29

第5名 李家灝 何文田體育會 33'31

第6名 劉康楠 泳協會員 34'06

第7名 廖啟豐 駿浪泳會 34'17

第8名 周海銘 何文田體育會 34'36

第9名 陳鎧男 何文田體育會 37'21

第10名 簡榛 Unlque Swimming 40'57

第11名 雷泓迪 何文田體育會 56'51

第12名 李沛橋 非會員 FA

第13名 張景軒 晉成 FA

成績公佈 項目53 女子12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何凱琳 觀協會員 35'12

亞軍 吳子寧 非會員 35'19

季軍 朱梓萁 何文田體育會 36'71



成績公佈 項目54 男子12歲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柏禧 何文田體育會 00'28'57

第9名 劉凱然 何文田體育會 00'28'79

亞軍 鄧格承 泳協會員 00'29'16

季軍 羅子鋒 何文田體育會 00'29'93

殿軍 利軒羽 駿浪泳會 00'30'83

第5名 關心樂 何文田體育會 00'31'78

第6名 陳汝熙 何文田體育會 00'34'43

第7名 孫浩晉 何文田體育會 00'41'50

第8名 何林青 何文田體育會 DQ

第10名 許恩羿 何文田體育會 FA

第11名 item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55 女子13歲以上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陳凱怡 何文田體育會 30'34

亞軍 陳青曼 何文田體育會 30'82

季軍 林倩渝 何文田體育會 31'87

殿軍 黃詩驊 何文田體育會 32'83

第5名 霍韻晴 何文田體育會 33'14

第6名 霍思齊 何文田體育會 34'42

第7名 龔子晴 泳協會員 35'94

第8名 陳洋 非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56 男子13歲以上 50米自由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澤謙 何文田體育會 25'78

亞軍 練千楓 何文田體育會 26'26

季軍 陳愷迪 何文田體育會 27'12

殿軍 林靖然 何文田體育會 27'43

第5名 關賀賢 何文田體育會 27'44

第6名 李諾軒 非會員 27'95

第7名 楊城業 何文田體育會 28'07

第8名 陳銳進 何文田體育會 28'10

第9名 郭皓霖 何文田體育會 29'68

第10名 葉柏祈 泳協會員 30'65

第11名 趙晉 何文田體育會 32'33

第12名 許思羿 何文田體育會 32'77

成績公佈 項目57 女子10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姚沁言 泳協會員 42'18

亞軍 梁詠蕎 何文田體育會 44'28

季軍 姜曉彤 駿浪泳會 46'01

殿軍 李心瑜 Unlque Swimming 46'03

第5名 龔靖晴 泳協會員 48'96

第6名 溫以藍 何文田體育會 49'86

第7名 劉芷研 駿浪泳會 51'83

第8名 孫莉嵐 何文田體育會 54'84

第9名 向慧珍 何文田體育會 58'40



成績公佈 項目58 男子10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汶羲 何文田體育會 00'40'64

亞軍 林渝竣 何文田體育會 00'42'66

季軍 郭榮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42'69

殿軍 金裕軒 非會員 00'44'53

第5名 楊鎧謙 非會員 00'47'54

第6名 陳卓楠 何文田體育會 00'52'16

第7名 何毓灝 何文田體育會 00'52'28

第8名 董瑞森 何文田體育會 00'52'90

第9名 盧峻瑜 何文田體育會 01'02'79

第10名 李宇皓 泳協會員 01'05'83

第11名 鄺威銘 何文田體育會 FA

第12名 黃泊錤 偉基泳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59 女子11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梁洛沂 泳協會員 44'04

亞軍 文咉翹 何文田體育會 46'55

季軍 鄧紫蕎 何文田體育會 46'87

殿軍 姚靜卓 何文田體育會 51'55

第5名 楊玥涵 何文田體育會 55'69



成績公佈 項目60 男子11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王聲樹 何文田體育會 38'63

亞軍 林慶嘉 何文田體育會 38'66

季軍 陳鎧男 何文田體育會 43'19

殿軍 劉康楠 泳協會員 44'41

第5名 黎日朗 泳協會員 47'52

第6名 李家灝 何文田體育會 48'44

第7名 簡榛 Unlque Swimming 53'53

第8名 李沛橋 非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61 女子12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吳子寧 非會員 44'16

成績公佈 項目62 男子12歲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柏禧 何文田體育會 36'25

亞軍 關心樂 何文田體育會 40'89

季軍 陳汝熙 何文田體育會 46'79

殿軍 孫浩晉 何文田體育會 51'83

第5名 許恩羿 何文田體育會 FA

第6名 item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63 女子13歲以上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倩渝 何文田體育會 39'99

亞軍 霍韻晴 何文田體育會 46'44

季軍 龔子晴 泳協會員 46'78

殿軍 陳洋 非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64 男子13歲以上 50米蛙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練千楓 何文田體育會 33'74

亞軍 陳銳進 何文田體育會 35'75

季軍 葉柏祈 泳協會員 36'28

殿軍 郭皓霖 何文田體育會 36'31

第5名 陳愷迪 何文田體育會 36'73

第6名 張文麒 觀協會員 40'97

第7名 許思羿 何文田體育會 42'91

第8名 趙晉 何文田體育會 44'26

成績公佈 項目65 女子10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何昭文 非會員 37'09

亞軍 姚沁言 泳協會員 37'27

季軍 姜曉彤 駿浪泳會 40'31

殿軍 梁詠蕎 何文田體育會 44'26

第5名 林洛彤 駿浪泳會 44'71

第6名 龔靖晴 泳協會員 48'31

第7名 溫以藍 何文田體育會 49'59

第8名 劉芷研 駿浪泳會 49'94

第9名 向慧珍 何文田體育會 52'22



成績公佈 項目66 男子10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柏言 何文田體育會 38'66

亞軍 郭榮軒 何文田體育會 41'03

季軍 林渝竣 何文田體育會 41'16

殿軍 何毓灝 何文田體育會 43'44

第5名 楊嘉 駿浪泳會 43'50

第6名 盧均權 非會員 44'17

第7名 陳卓楠 何文田體育會 45'18

第8名 麥靖朗 何文田體育會 47'03

第9名 楊鎧謙 非會員 48'31

第10名 朱钲洭 何文田體育會 56'16

成績公佈 項目67 女子11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梁洛沂 泳協會員 38'67

亞軍 文咉翹 何文田體育會 39'65

季軍 鄧紫蕎 何文田體育會 42'50

殿軍 高雪菱 泳協會員 43'03

第5名 姚靜卓 何文田體育會 49'49

第6名 楊玥涵 何文田體育會 58'14

成績公佈 項目68 男子11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劉康楠 泳協會員 38'14

亞軍 陳亮 何文田體育會 38'87

季軍 周海銘 何文田體育會 40'33



殿軍 李家灝 何文田體育會 40'81

第5名 廖啟豐 駿浪泳會 413'3

第6名 鄺威銘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69 女子12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吳子寧 非會員 41'84

亞軍 朱梓萁 何文田體育會 42'45

季軍 王恩琳 晉成 42'59

成績公佈 項目70 男子12歲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柏禧 何文田體育會 34'34

亞軍 利軒羽 駿浪泳會 35'07

季軍 鄧格承 泳協會員 35'09

殿軍 羅子鋒 何文田體育會 36'09

第5名 陳汝熙 何文田體育會 40'91

成績公佈 項目71 女子13歲以上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陳青曼 何文田體育會 34'14

亞軍 霍思齊 何文田體育會 42'19

季軍 龔子晴 泳協會員 49'03

成績公佈 項目72 男子13歲以上 50米背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林澤謙 何文田體育會 30'50



亞軍 李諾軒 非會員 34'30

季軍 關賀賢 何文田體育會 34'47

殿軍 葉柏祈 泳協會員 38'03

第5名 郭皓霖 何文田體育會 38'57

成績公佈 項目73 女子10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姚沁言 泳協會員 35'29

亞軍 何昭文 非會員 36'90

季軍 姜曉彤 駿浪泳會 40'54

殿軍 李心瑜 Unlque Swimming 46'51

第5名 溫以藍 何文田體育會 52'17

第6名 向慧珍 何文田體育會 54'89

成績公佈 項目74 男子10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郭榮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38'76

亞軍 陳澤 何文田體育會 00'38'91

季軍 金裕軒 非會員 00'39'13

殿軍 李汶義 何文田體育會 00'39'66

第5名 戴浩翔 何文田體育會 00'44'15

第6名 楊鎧謙 非會員 00'44'22

第7名 何毓灝 何文田體育會 00'45'99

第8名 楊嘉 駿浪泳會 00'46'58

第9名 謝廷軒 何文田體育會 00'57'13

第10名 朱钲洭 何文田體育會 01'03'33

第11名 李宇皓 泳協會員 01'04'33



成績公佈 項目75 女子11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鍾詠芯 何文田體育會 00'34'93

亞軍 文咉翹 何文田體育會 00'39'89

季軍 高雪菱 泳協會員 00'42'33

殿軍 楊玥涵 何文田體育會 01'09'14

成績公佈 項目76 男子11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王聲樹 何文田體育會 33'96

亞軍 陳亮 何文田體育會 35'44

季軍 陳永正 何文田體育會 38'11

殿軍 劉康楠 泳協會員 40'92

第5名 李家灝 何文田體育會 41'06

第6名 廖啟豐 駿浪泳會 43'38

第7名 黎日朗 泳協會員 49'36

第8名 李沛橋 非會員 FA

成績公佈 項目77 女子12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何凱琳 觀協會員 39'10

亞軍 朱梓萁 何文田體育會 42'62

季軍 王恩琳 晉成 44'01

殿軍 梁雅稀 晉成 44'83



成績公佈 項目78 男子12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劉凱然 何文田體育會 31'84

亞軍 利軒羽 駿浪泳會 33'93

季軍 羅子鋒 何文田體育會 35'59

殿軍 關心樂 何文田體育會 35'99

第5名 陳汝熙 何文田體育會 46'01

第6名 許恩羿 何文田體育會 FA

第7名 item 何文田體育會 FA

成績公佈 項目79 女子13歲以上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陳凱怡 何文田體育會 33'67

亞軍 陳青曼 何文田體育會 33'94

季軍 黃詩驊 何文田體育會 36'36

殿軍 霍韻晴 何文田體育會 37'00

成績公佈 項目80 男子13歲以上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練千楓 何文田體育會 28'87

亞軍 林靖然 何文田體育會 30'25

季軍 李諾軒 非會員 31'04

殿軍 關賀賢 何文田體育會 31'16

第5名 林澤謙 何文田體育會 31'34

第6名 楊城業 何文田體育會 31'51

第7名 張文麒 觀協會員 33'78

第8名 葉柏祈 泳協會員 35'80

第9名 許思羿 何文田體育會 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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