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 女子13歲以上 50米捷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黃思媛 樂泳 00'31''33

亞軍 蔡卓穎 樂泳 00'31''34

季軍 王紫嫣 朗峰康體會 00'31''37

殿軍 Tse Wing Yin 樂泳 00'31''75

第5名 陳詩琪 泳協會員 00'31''97

第6名 陳詩淇 泳協會員 00'32''72

第7名 楊德茹 泳協會員 00'33''03

第8名 何凱琳 觀協 00'33''84

第9名 Elsa Chan 樂泳 00'34''44

第10名 沈佩鈺 泳協會員 00'34''76

第11名 吳子寧 泳協會員 00'37''30

第12名 崔敏晴 泳協會員 00'37''33

第13名 楊穎童 非會員 00'37''54

第14名 梁康翹 非會員 00'38''71

第15名 高靖宇 將軍澳分會 FA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 女子12歲以上 50米捷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張亦雅 樂泳 00'31''23

亞軍 李俊滺 泳協會員 00'31''99

季軍 吳穎樺 駿浪泳會 00'36''31

殿軍 許卓淇 觀協 00'42''8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 50米捷泳 女子11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穎思 泳協會員 00'32''69

亞軍 湯紫穎 樂泳 00'32''97

季軍 潘曉慧 樂泳 00'36''18

殿軍 曹仲言 樂泳 00'37''33

第5名 崔悅晴 非會員 00'41''19

第6名 歐美慧 深協分會 01'02''19

第7名 李睿哲 深協分會 01'03''97

第8名 梁家茵 非會員 FA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 50米捷泳 女子10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盧晞瑜 泳協會員 00'33''93

亞軍 鄭思倪 泳協會員 00'34''02

季軍 鍾晴 白浪體育會 00'35''11

殿軍 貝妮斯 TOP ONE SWIM 00'35''26

第5名 Selene Yeung 樂泳 00'36''27

第6名 黃裕瑩 UNIQUE 00'36''45

第7名 李朗端 樂泳 00'36''82

第8名 李安婍 泳協會員 00'37''67

第9名 蔡卓瞳 樂泳 00'38''97

第10名 周晴遙 樂泳 00'38''99

第11名 温珈澄 TOP ONE SWIM 00'40''84

第12名 羅焯茵 TOP ONE SWIM 00'43''96

第13名 許譯心 駿浪泳會 00'46''07

第14名 湯紫溋 樂泳 00'50''8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 50米捷泳 男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彭政洭 UNIQUE 00'27''70

亞軍 李安傑 UNIQUE 00'27''94

季軍 黃喆 泳協會員 00'27''99

殿軍 陳冠希 泳協會員 00'28''44

第5名 陳俊熹 非會員 00'28''52

第6名 戴偉浩 陳SIR 00'28''66

第7名 洪楗滔 樂泳 00'29''04

第8名 李偉鉦 白浪體育會 00'29''15

第9名 李俊希 樂泳 00'29''78

第10名 Hildan Chan 樂泳 00'29''92

第11名 陳嘉嶸 UNIQUE 00'29''98

第12名 黃致軒 UNIQUE 00'30''10

第13名 賴敬熙 樂泳 00'30''18

第14名 鄧浚霆 將軍澳分會 00'30''51

第15名 李柏賢 UNIQUE 00'30''61

第16名 余樂恆 朗暉泳會 00'30''87

第17名 游穎臻 UNIQUE 00'30''92

第18名 岑子鋒 UNIQUE 00'31''03

第19名 李鴻輝 泳協會員 00'31"28

第20名 鄺彥熙 淩峰體育會 00'31"30

第21名 黎卓錡 朗暉泳會 00'31:52

第22名 蘇寶彥 樂泳 00'32"42

第23名 鄭凱佑 將軍澳分會 00'32"45

第24名 趙恭宏 樂泳 00'33"16

第25名 Jafar Chan 樂泳 00'33"56

第26名 陳諾軒 UNIQUE 00'33"81

第27名 李敬逸 將軍澳分會 00'36"18

第28名 林嘉濠 將軍澳分會 00'36"27



第29名 張謙揚 泳協會員 00'36"52

第30名 德志 泳協會員 00'00"00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 50米捷泳 男子12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高靖文 將軍澳分會 00'29''79

亞軍 樓瀚豐 泳協會員 00'30''52

季軍 李儆恒 泳協會員 00'32''40

殿軍 鄧啟灝 朗暉泳會 00'32''50

第5名 李韋葷 白浪體育會 00'33''85

第6名 梁晉羲 泳協會員 00'34''39

第7名 黎洛維 泳協會員 00'35''51

第8名 伍梓俊 樂泳 00'39''71

第9名 張皓汶 非會員 00'44''89

第10名 戴嘉聰 駿浪泳會 00'00''00

第11名 安聲博 駿浪泳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7： 50米捷泳 男子11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金裕軒 泳協會員 00'31''01

亞軍 Odo Choi 樂泳 00'31''53

季軍 黃城熙 朗峰康體會 00'31''63

殿軍 鄧子揚 白浪體育會 00'33''06

第5名 黄熙 TOP ONE SWIM 00'37''01

第6名 胡彥冲 樂泳 00'37''44

第7名 方俊暉 朗峰康體會 00'44''25

第8名 李珀喬 非會員 00'47''7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8： 50米捷泳 男子10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Jayden Cheung 樂泳 00'32''45

亞軍 曾諾謙 TOP ONE SWIM 00'33''14

季軍 李卓羲 TOP ONE SWIM 00'35''85

殿軍 梁柏賢 TOP ONE SWIM 00'37''13

第5名 劉康廸 泳協會員 00'37''68

第6名 吳杰燐 觀協 00'38''73

第7名 Tse Kiu Chun 樂泳 00'39''01

第8名 林曉楓 非會員 00'41''73

第9名 林晉顥 朗峰康體會 00'42''56

第10名 許卓恆 觀協 00'46''85

第11名 廖卓成 泳協會員 00'46''88

第12名 鄭晉熹 駿浪泳會 01'00''09

第13名 張皓麟 非會員 01'06''0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9： 50米蛙泳 女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Elsa Chan 樂泳 00'39''67

亞軍 蔡卓穎 樂泳 00'42''71

季軍 楊穎童 非會員 00'43''16

殿軍 陳詩琪 泳協會員 00'44''06

第5名 崔敏晴 泳協會員 00'44''92

第6名 梁康翹 非會員 00'45''76

第7名 何凱琳 觀協 00'46''39

第8名 劉嘉淇 樂泳 00'47''03

第9名 吳子寧 泳協會員 00'47''04

第10名 高靖宇 將軍澳分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0： 50米蛙泳 女子12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張亦雅 樂泳 00'41''54

亞軍 李俊滺 泳協會員 00'42''76

季軍 許卓淇 觀協 00'58''47

殿軍 陳欣琪 白浪體育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1： 50米蛙泳 女子11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李穎思 泳協會員 00'44''21

亞軍 黃梓欣 白浪體育會 00'47''43

季軍 崔悅晴 非會員 00'58''42

殿軍 朱姝暢 深協分會 01'10''19

第5名 李睿哲 深協分會 01'11''12

第6名 老婧 泳協會員 00'00''00

第7名 梁家茵 非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2： 50米蛙泳 女子10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Selene Yeung 樂泳 00'42''43

亞軍 鄭思倪 泳協會員 00'44''64

季軍 李樂思 泳協會員 00'44''90

殿軍 蔡喜兒 泳協會員 00'45''84

第5名 鍾晴 白浪體育會 00'46''63

第6名 黃裕瑩 UNIQUE 00'46''78

第7名 蔡卓瞳 樂泳 00'49''71

第8名 劉嘉樂 樂泳 00'49''94

第9名 李朗端 樂泳 00'53''74

第10名 周晴遙 樂泳 00'54''28

第11名 温珈澄 TOP ONE SWIM 00'54''97

第12名 湯紫溋 樂泳 00'59''55

第13名 羅焯茵 TOP ONE SWIM 01'00''38

第14名 許譯心 駿浪泳會 01'04''6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3： 50米蛙泳 男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洪楗滔 樂泳 00'35''11

亞軍 黃喆 泳協會員 00'36''15

季軍 陳嘉熙 朗暉泳會 00'36''39

殿軍 鄺彥熙 淩峰體育會 00'37''06

第5名 Hildan Chan 樂泳 00'37''29

第6名 賴敬熙 樂泳 00'38''30

第7名 李偉鉦 白浪體育會 00'38''66

第8名 黃致軒 UNIQUE 00'39''76

第9名 李安傑 UNIQUE 00'39''93

第10名 鄭凱佑 將軍澳分會 00'42''80

第11名 Jafar Chan 樂泳 00'43''13

第12名 林嘉濠 將軍澳分會 00'48''01

第13名 李敬逸 將軍澳分會 00'55''59

第14名 德志 泳協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4： 50米蛙泳 男子12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高靖文 將軍澳分會 00'35''60

亞軍 樓瀚豐 泳協會員 00'35''92

季軍 林楚恆 淩峰體育會 00'40''24

殿軍 梁晉羲 泳協會員 00'44''07

第5名 鄧啟灝 朗暉泳會 00'44''88

第6名 李韋葷 白浪體育會 00'45''85

第7名 張皓汶 非會員 00'50''44

第8名 戴嘉聰 駿浪泳會 01'12''78

第9名 黎洛維 泳協會員 00'00''00

第10名 安聲博 駿浪泳會 00'00''00

第11名 梁誠朗 朗峰康體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5： 50米蛙泳 男子11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金裕軒 泳協會員 00'39''53

亞軍 李珀喬 非會員 00'54''8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6： 50米蛙泳 男子10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Jayden Cheung 樂泳 00'43''50

亞軍 梁柏賢 TOP ONE SWIM 00'51''22

季軍 甄子進 白浪體育會 00'53''36

殿軍 林曉楓 非會員 00'53''74

第5名 許卓恆 觀協 01'05''55

第6名 鄭晉熹 駿浪泳會 01'14''93

第7名 張皓麟 非會員 01'15''2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7： 50米背泳 女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蔡卓穎 樂泳 00'38''06

亞軍 梁倬悠 非會員 00'40''64

季軍 Law Hoi Ying 樂泳 00'40''74

殿軍 劉嘉淇 樂泳 00'41''12

第5名 何凱琳 觀協 00'42''76

第6名 高靖宇 將軍澳分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8： 50米背泳 女子12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張亦雅 樂泳 00'38''12

亞軍 吳穎樺 駿浪泳會 00'41''85

季軍 許卓淇 觀協 01'03''0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19： 50米背泳 女子11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穎思 泳協會員 00'41''43

亞軍 曹仲言 樂泳 00'44''17

季軍 歐美慧 深協分會 01'21''99

殿軍 李睿哲 深協分會 01'38''39

第5名 朱姝暢 深協分會 01'44''6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0： 50米背泳 女子10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貝妮斯 TOP ONE SWIM 00'41''22

亞軍 盧晞瑜 泳協會員 00'41''77

季軍 李安婍 泳協會員 00'41''95

殿軍 黃裕瑩 UNIQUE 00'42''50

第5名 蔡喜兒 泳協會員 00'43''70

第6名 李朗端 樂泳 00'45''14

第7名 劉嘉樂 樂泳 00'49''55

第8名 周晴遙 樂泳 00'54''2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1： 50米背泳 男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Law Sau Ho 樂泳 00'33''73

亞軍 李鴻輝 泳協會員 00'38''14

季軍 李柏賢 UNIQUE 00'39''62

殿軍 蘇寶彥 樂泳 00'40''45

第5名 黎卓錡 朗暉泳會 00'41''7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2： 50米背泳 男子12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高靖文 將軍澳分會 00'36''97

亞軍 向洋 白浪體育會 00'47''29

季軍 伍梓俊 樂泳 00'52''6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3： 50米背泳 男子11歲

组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Odo Choi 樂泳 00'38''61

亞軍 金裕軒 泳協會員 00'38''76

季軍 黄熙 TOP ONE SWIM 00'44''40

殿軍 胡彥冲 樂泳 00'48''3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4： 50米背泳 男子10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曾諾謙 TOP ONE SWIM 00'38''44

亞軍 Jayden Cheung 樂泳 00'41''43

季軍 劉康廸 泳協會員 00'46''53

殿軍 何正堯 泳協會員 00'49''32

第5名 吳杰燐 觀協 00'53''82

第6名 廖卓成 泳協會員 00'56''16

第7名 趙濼鈱 非會員 00'57''66

第8名 許卓恆 觀協 01'00''32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5： 50米蝶泳 女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王紫嫣 朗峰康體會 00'34''15

亞軍 Tse Wing Yin 樂泳 00'34''16

季軍 蔡卓穎 樂泳 00'36''08

殿軍 黃思媛 樂泳 00'36''12

第5名 陳詩淇 泳協會員 00'38''06

第6名 楊德茹 泳協會員 00'38''53

第7名 何凱琳 觀協 00'39''21

第8名 沈佩鈺 泳協會員 00'42''64

第9名 吳子寧 泳協會員 00'45''1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6： 50米蝶泳 女子12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張亦雅 樂泳 00'36''16

亞軍 李俊滺 泳協會員 00'36''65

季軍 許卓淇 觀協 00'56''66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7： 50米蝶泳 女子11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潘曉慧 樂泳 00'40''54

亞軍 曹仲言 樂泳 00'49''25

季軍 李睿哲 深協分會 01'22''11

殿軍 歐美慧 深協分會 01'26''30

第5名 朱姝暢 深協分會 01'29''4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8： 50米蝶泳 女子10歲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楊濼彤 泳協會員 00'38''31

亞軍 鄭思倪 泳協會員 00'39''60

季軍 貝妮斯 TOP ONE SWIM 00'41''16

殿軍 黃裕瑩 UNIQUE 00'41''78

第5名 劉嘉樂 樂泳 00'43''22

第6名 蔡喜兒 泳協會員 00'43''39

第7名 鍾晴 白浪體育會 00'45''68

第8名 李朗端 樂泳 00'49''27

第9名 周晴遙 樂泳 00'57''8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29： 50米蝶泳 男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Law Sau Ho 樂泳 00'24''36

亞軍 黃喆 泳協會員 00'31''94

季軍 陳俊熹 非會員 00'32''22

殿軍 賴敬熙 樂泳 00'32''44

第5名 Hildan Chan 樂泳 00'32''92

第6名 彭政洭 UNIQUE 00'33''47

第7名 陳冠希 泳協會員 00'34''06

第8名 余樂恆 朗暉泳會 00'35''23

第9名 鄧浚霆 將軍澳分會 00'37''82

第10名 林嘉濠 將軍澳分會 00'44''27

第11名 李敬逸 將軍澳分會 00'47''2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0： 男子12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樓瀚豐 泳協會員 00'34''93

亞軍 梁晉羲 泳協會員 00'35''71

季軍 李儆恒 泳協會員 00'37''75

殿軍 向洋 白浪體育會 00'54''00

第5名 安聲博 駿浪泳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1： 男子11歲 50米蝶泳

名次 姓名 屬會 成績

冠軍 金裕軒 泳協會員 00'34''71

亞軍 鄧子揚 白浪體育會 00'35''05

季軍 Odo Choi 樂泳 00'36''21

殿軍 黃城熙 朗峰康體會 00'38''26

第5名 黄熙 TOP ONE SWIM 00'38''97

第6名 胡彥冲 樂泳 00'43''56

第7名 方俊暉 朗峰康體會 01'03''6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2： 50米蝶泳 男子10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Jayden Cheung 樂泳 00'35''66

亞軍 梁約禮 TOP ONE SWIM 00'35''71

季軍 曾諾謙 TOP ONE SWIM 00'38''21

殿軍 Tse Kiu Chun 樂泳 00'45''26

第5名 張晉熙 泳協會員 00'47''75

第6名 甄子進 白浪體育會 00'49''25

第7名 吳杰燐 觀協 00'49''85

第8名 何正堯 泳協會員 00'50''64

第9名 林晉顥 朗峰康體會 00'57''81

第10名 許卓恆 觀協 01'00''0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3： 100米捷泳 女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黃思媛 樂泳 01'13''21

亞軍 Elsa Chan 樂泳 01'17''11

季軍 何凱琳 觀協 01'20''25

殿軍 劉嘉淇 樂泳 01'21''46

第5名 吳子寧 泳協會員 01'23''0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4： 100米捷泳 女子12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俊滺 泳協會員 01'11''92

亞軍 許卓淇 觀協 01'41''2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5： 100米捷泳 女子11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穎思 泳協會員 01'14''14

亞軍 湯紫穎 樂泳 01'18''7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6： 100米捷泳 女子10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鄭思倪 泳協會員 01'19''58

亞軍 楊濼彤 泳協會員 01'19''68

季軍 李安婍 泳協會員 01'24''32

殿軍 Selene Yeung 樂泳 01'25''49

第5名 劉嘉樂 樂泳 01'26''25

第6名 李樂思 泳協會員 01'29''34

第7名 蔡卓瞳 樂泳 01'35''37

第8名 Kristen Fung 樂泳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7： 100米捷泳 男子13歲以上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偉鉦 白浪體育會 01'04''37

亞軍 陳嘉嶸 UNIQUE 01'04''70

季軍 戴偉浩 陳SIR 01'04''78

殿軍 洪楗滔 樂泳 01'05''08

第5名 Hildan Chan 樂泳 01'06''26

第6名 李俊希 樂泳 01'07''30

第7名 賴敬熙 樂泳 01'08''00

第8名 陳嘉熙 泳協會員 01'09''03

第9名 蘇寶彥 樂泳 01'15''88

第10名 Jafar Chan 樂泳 01'17''12

第11名 德志 朗暉泳會 00'00''00

第12名 蘇寶彥 樂泳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8： 100米捷泳 男子12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林楚恆 淩峰體育會 01'12''59

亞軍 許霆晞 TOP ONE SWIM 01'13''08

季軍 李韋葷 白浪體育會 01'20''99

殿軍 安聲博 駿浪泳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39： 100米捷泳 男子11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金裕軒 泳協會員 01'09''18

亞軍 鄧子揚 白浪體育會 01'14''80

季軍 Odo Choi 樂泳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0： 100米捷泳 男子10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梁約禮 TOP ONE SWIM 01'13''49

亞軍 張晉熙 泳協會員 01'26''26

季軍 甄子進 白浪體育會 01'33''04

殿軍 吳杰燐 觀協 01'33''1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1： 4X50米接力 女子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樂泳1 0 02'06''41

亞軍 今天天氣真 0 02'10''13

季軍 魑魅魍魎 0 02'13''76

殿軍 樂泳2 0 02'31''5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2： 4X50米接力 男子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 0 01'54''50

亞軍 豐豐無敵 0 01'56''16

季軍 東鐵過海真的很興奮 0 02'01''8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3： 4X50米接力 男女混合10以上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歲月不饒人 詩淇見頭暈 0 01'58''89

亞軍 樂泳 0 02'02''65

季軍 瑤B世一 0 02'06''50

殿軍 汶B世一 0 02'09''36

第5名 同我摑醒佢 0 02'11''48

第6名 白浪體育會 0 02'24''5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4： 4X50米接力 男女混合9以下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駿浪泳會 0 02'43''44

亞軍 白浪體育會 0 03'10''66

季軍 樂泳 0 03'13''92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5： 50米捷泳 女子6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張恩澄 樂泳 00'50''45

亞軍 陶靖 泳協會員 00'58''13

季軍 何芊柔 南國 01'09''50

殿軍 盧心穎 樂泳 01'11''14

第5名 鄺彥芯 淩峰體育會 01'11''58

第6名 胡逸楠 UNIQUE 01'16''48

第7名 侯伊莉 泳協會員 01'21''91

第8名 盧羽安 Dolphinsea 01'22''98

第9名 Kara  Zhou 樂泳 01'23''60

第10名 羅諺霖 泳協會員 01'26''30

第11名 潘卓鍶 泳協會員 01'26''49

第12名 黃可兒 非會員 01'49''39

第13名 陳盈篟 非會員 02'19''5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6： 50米捷泳 女子7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學而 泳協會員 00'41''46

亞軍 馮筠雅 UNIQUE 00'46''15

季軍 周諾俙 駿浪泳會 00'53''55

殿軍 何芊蓓 南國 00'54''11

第5名 唐婧曦 泳協會員 00'55''88

第6名 何蕎希 駿浪泳會 00'57''21

第7名 鄧芷瑜 朗峰康體會 00'57''38

第8名 陳心喬 白浪體育會 01'00''22

第9名 李康喬 泳協會員 01'01''49

第10名 LEE Yin Sum 非會員 01'49''06

第11名 譚睿心 非會員 03'19''4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7： 50米捷泳 女子8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鄺愷怡 泳協會員 00'36''19

亞軍 蕭芷萱 泳協會員 00'40''87

季軍 林也靖 泳協會員 00'43''06

殿軍 杨浠玟 淩峰體育會 00'44''01

第5名 黃芊瑜 泳協會員 00'44''23

第6名 方熲橦 朗暉泳會 00'44''47

第7名 江凱琪 淩峰體育會 00'46''05

第8名 葉希慧 非會員 00'46''05

第9名 陳玥僑 白浪體育會 00'49''02

第10名 何婼藍 淩峰體育會 00'51''74

第11名 范鎂衛 非會員 00'55''1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8： 50米捷泳 女子9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安聲雅 駿浪泳會 00'36''32

亞軍 張妍 淩峰體育會 00'38''47

季軍 梁嘉童 駿浪泳會 00'40''89

殿軍 唐圓圓 TOP ONE SWIM 00'41''02

第5名 Leung Sum Yau 白浪體育會 00'41''96

第6名 林培熙 觀協 00'42''07

第7名 葉依凌 泳協會員 00'53''61

第8名 黃暟曈 泳協會員 00'55''16

第9名 梁珈睿 樂泳 00'58''44

第10名 林玉琪 非會員 01'02''38

第11名 林子晴 泳協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49： 50米捷泳 男子6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陳正維 白浪體育會 00'46''17

亞軍 邢維丞 泳協會員 00'46''64

季軍 鄭諾文 Dolphinsea 00'50''05

殿軍 劉森 泳協會員 00'51''52

第5名 區卓朗 白浪體育會 00'54''42

第6名 莫禮遜 非會員 00'59''60

第7名 羅逸軒 UNIQUE 01'00''47

第8名 吳子瑞 UNIQUE 01'01''61

第9名 陳柏熹 非會員 01'04''64

第10名 李文迪 泳協會員 01'07''28

第11名 楊諾謙 泳協會員 01'07''83

第12名 勞觀泰 泳協會員 01'23''18

第13名 陳子晨 駿浪泳會 01'33''56

第14名 鄒俊龍 偉基 01'39''97

第15名 蔡汶洛 UNIQUE 01'44''34

第16名 林子博 UNIQUE 00'00''00

第17名 黃柏睿 偉基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0： 50米捷泳 男子7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張柏然 駿浪泳會 00'44''60

亞軍 陳泳仁 白浪體育會 00'44''87

季軍 李嘉朗 泳協會員 00'47''01

殿軍 郭思良 非會員 00'47''08

第5名 賴駿賢 駿浪泳會 00'48''95

第6名 李浚銘 白浪體育會 00'50''59

第7名 潘日希 泳協會員 00'52''12

第8名 張梓樂 樂泳 01'00''71

第9名 魯逸梵 非會員 01'06''83

第10名 馬浚日 白浪體育會 01'09''97

第11名 許勁霆 非會員 01'16''22

第12名 鄭晉霖 駿浪泳會 01'36''66

第13名 鍾禮謙 非會員 01'44''93

第14名 薛偉霖 非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1： 50米捷泳 男子8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廖皓麟 朗暉泳會 00'34''44

亞軍 趙子熙 非會員 00'41''90

季軍 梁卓弘 梁省德學校 00'43''02

殿軍 陳鍩希 泳協會員 00'45''33

第5名 司徒頌文 白浪體育會 00'45''64

第6名 黃浩軒 非會員 00'48''87

第7名 周琸祁 樂泳 00'54''83

第8名 吳俊言 白浪體育會 01'01''98

第9名 楊博森 非會員 01'09''97

第10名 李彥麟 白浪體育會 01'12''27

第11名 溫梓樑 非會員 01'12''81

第12名 丁言一 泳協會員 01'20''02

第13名 林倬希 泳協會員 01'22''62

第14名 韓柏希 泳協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2： 50米捷泳 男子9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黃文臻 非會員 00'35''57

亞軍 李卓豐 泳協會員 00'36''91

季軍 Vigo Wong 樂泳 00'37''25

殿軍 劉翼 泳協會員 00'38''56

第5名 鄧嘉靖 淩峰體育會 00'41''16

第6名 王雲程 非會員 00'41''69

第7名 吳子龍 駿浪泳會 00'42''41

第8名 張溢進 樂泳 00'42''53

第9名 尹呈希 泳協會員 00'43''15

第10名 趙智行 樂泳 00'43''85

第11名 梁約槏 TOP ONE SWIM 00'45''82

第12名 劉樂祈 TOP ONE SWIM 00'45''98

第13名 吳柏臻 駿浪泳會 00'51''31

第14名 冼子塱 樂泳 00'53''86

第15名  張文朝 樂泳 00'53''90

第16名 方善禮 泳協會員 00'54''42

第17名 馬浚哲 白浪體育會 01'13''36

第18名 Lau Ya Ching Jayden 白浪體育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3： 50米蛙泳 女子6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張恩澄 樂泳 01'12''39

亞軍 Cheng Canna 白浪體育會 01'15''30

季軍 鄺彥芯 淩峰體育會 01'15''78

殿軍 何芊柔 南國 01'19''04

第5名 羅諺霖 泳協會員 01'38''45

第6名 潘卓鍶 泳協會員 01'51''60

第7名 陳盈篟 非會員 02'46''24

第8名 盧羽安 Dolphinsea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4： 50米蛙泳 女子7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學而 泳協會員 00'54''84

亞軍 馮筠雅 UNIQUE 00'59''67

季軍 何芊蓓 南國 00'59''84

殿軍 周諾俙 駿浪泳會 01'06''48

第5名 鄧芷瑜 朗峰康體會 01'07''59

第6名 何蕎希 駿浪泳會 01'10''24

第7名 黎盼孜 淩峰體育會 01'33''40

第8名 譚睿心 非會員 03'52''88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5： 50米蛙泳 女子8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鄺愷怡 泳協會員 00'50''85

亞軍 陳玥僑 白浪體育會 00'56''11

季軍 林也靖 泳協會員 00'56''46

殿軍 江凱琪 淩峰體育會 00'56''64

第5名 蕭芷萱 泳協會員 00'57''78

第6名 杨浠玟 淩峰體育會 00'57''93

第7名 何婼藍 淩峰體育會 00'59''53

第8名 許詩雅 淩峰體育會 01'00''45

第9名 葉希慧 非會員 01'01''39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6： 50米蛙泳 女子9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安聲雅 駿浪泳會 00'48''80

亞軍 張妍 淩峰體育會 00'52''25

季軍 梁嘉童 駿浪泳會 00'54''85

殿軍 Leung Sum Yau 白浪體育會 00'55''02

第5名 區卓琳 白浪體育會 00'55''38

第6名 林培熙 觀協 01'03''57

第7名 葉依凌 泳協會員 01'07''76

第8名 黃暟曈 泳協會員 01'14''46

第9名 林玉琪 非會員 01'22''37

第10名 林子晴 泳協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7： 50米蛙泳 男子6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陳正維 白浪體育會 00'57''33

亞軍 邢維丞 泳協會員 01'02''36

季軍 莫禮遜 非會員 01'10''13

殿軍 吳子瑞 UNIQUE 01'18''17

第5名 羅逸軒 UNIQUE 01'21''53

第6名 蔡汶洛 UNIQUE 01'46''70

第7名 陳柏熹 非會員 01'47''23

第8名 鄒俊龍 偉基 01'48''24

第9名 勞觀泰 泳協會員 02'08''21

第10名 陳子晨 駿浪泳會 02'19''29

第11名 羅軍穎 非會員 03'43''38

第12名 黃柏睿 偉基 00'00''00

第13名 李文迪 泳協會員 00'00''00

第14名 林子博 UNIQUE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8： 50米蛙泳 男子7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嘉朗 泳協會員 01'00''59

亞軍 張柏然 駿浪泳會 01'03''04

季軍 魯逸梵 非會員 01'06''37

殿軍 賴駿賢 駿浪泳會 01'07''50

第5名 潘日希 泳協會員 01'08''44

第6名 薛偉霖 非會員 01'34''20

第7名 張梓樂 樂泳 01'49''3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59： 50米蛙泳 男子8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趙子熙 非會員 00'51''29

亞軍 陳鍩希 泳協會員 01'04''83

季軍 梁卓弘 梁省德學校 01'05''11

殿軍 司徒頌文 白浪體育會 01'08''94

第5名 楊博森 非會員 01'15''13

第6名 周琸祁 樂泳 01'18''55

第7名 林倬希 泳協會員 01'22''58

第8名 丁言一 泳協會員 01'26''31

第9名 李彥麟 白浪體育會 01'26''45

第10名 韓柏希 泳協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0： 50米蛙泳 男子9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黃文臻 非會員 00'48''80

亞軍 李卓豐 泳協會員 00'52''19

季軍 趙智行 樂泳 00'55''13

殿軍 鄧嘉靖 淩峰體育會 00'55''63

第5名 尹呈希 泳協會員 00'57''92

第6名 張溢進 樂泳 00'59''08

第7名 劉樂祈 TOP ONE SWIM 01'05''04

第8名 冼子塱 樂泳 01'08''40

第9名 吳柏臻 駿浪泳會 01'10''45

第10名 方善禮 泳協會員 01'18''80

第11名 Lau Ya Ching Jayden 白浪體育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1： 50米背泳 女子6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張恩澄 樂泳 01'07''43

亞軍 陶靖 泳協會員 01'08''66

季軍 Cheng Canna 白浪體育會 01'16''53

殿軍 何芊柔 南國 01'19''50

第5名 潘卓鍶 泳協會員 02'17''31

第6名 侯伊莉 泳協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2： 50米背泳 女子7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學而 泳協會員 00'49''21

亞軍 馮筠雅 UNIQUE 00'55''46

季軍 唐婧曦 泳協會員 00'58''11

殿軍 何芊蓓 南國 01'08''33

第5名 李康喬 泳協會員 01'19''67

第6名 何蕎希 駿浪泳會 01'26''34

第7名 譚睿心 非會員 02'58''2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3： 50米背泳 女子8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鄺愷怡 泳協會員 00'43''35

亞軍 林也靖 泳協會員 00'50''60

季軍 黃芊瑜 泳協會員 00'52''92

殿軍 蕭芷萱 泳協會員 00'54''49

第5名 葉希慧 非會員 00'56''47

第6名 范鎂衛 非會員 01'17''81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4： 50米背泳 女子9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安聲雅 駿浪泳會 00'43''76

亞軍 梁嘉童 駿浪泳會 00'47''34

季軍 張妍 淩峰體育會 00'49''91

殿軍 唐圓圓 TOP ONE SWIM 00'50''64

第5名 葉依凌 泳協會員 01'00''13

第6名 梁珈睿 樂泳 01'16''44

第7名 林子晴 泳協會員 00'00''00

第8名 張妍漏 淩峰體育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5： 50米背泳 男子6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邢維丞 泳協會員 00'53''74

亞軍 劉森 泳協會員 00'57''69

季軍 莫禮遜 非會員 01'09''61

殿軍 區卓朗 白浪體育會 01'11''22

第5名 李文迪 泳協會員 01'12''57

第6名 陳柏熹 非會員 01'23''18

第7名 鄒俊龍 偉基 01'46''78

第8名 羅逸軒 UNIQUE 02'01''00

第9名 黃柏睿 偉基 00'00''00

第10名 林子博 UNIQUE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6： 50米背泳 男子7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嘉朗 泳協會員 00'53''29

亞軍 張柏然 駿浪泳會 00'53''69

季軍 李浚銘 白浪體育會 00'59''80

殿軍 陳泳仁 白浪體育會 01'00''02

第5名 潘日希 泳協會員 01'05''39

第6名 陳縉熹 泳協會員 01'13''52

第7名 賴駿賢 駿浪泳會 01'14''16

第8名 張梓樂 樂泳 01'18''15

第9名 鄭晉霖 駿浪泳會 01'42''17

第10名 薛偉霖 非會員 01'51''55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7： 50米背泳 男子8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陳鍩希 泳協會員 00'55''61

亞軍 周琸祁 樂泳 01'07''08

季軍 林倬希 泳協會員 01'48''79

殿軍 韓柏希 泳協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8： 50米背泳 男子9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Vigo Wong 樂泳 00'45''20

亞軍 劉翼 泳協會員 00'48''55

季軍 吳子龍 駿浪泳會 00'50''74

殿軍 張溢進 樂泳 00'51''35

第5名 尹呈希 泳協會員 00'54''43

第6名 梁約槏 TOP ONE SWIM 00'54''88

第7名  張文朝 樂泳 01'02''54

第8名 冼子塱 樂泳 01'09''22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69： 50米蝶泳 女子6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張恩澄 樂泳 01'08''47

亞軍 陶靖 泳協會員 01'18''60

季軍 Cheng Canna 白浪體育會 01'48''79

殿軍 潘卓鍶 泳協會員 01'56''6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70： 50米蝶泳 女子7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學而 泳協會員 00'50''87

亞軍 李康喬 泳協會員 01'10''06

季軍 何芊蓓 南國 01'13''40

殿軍 鄧芷瑜 朗峰康體會 01'16''12

第5名 何蕎希 駿浪泳會 01'23''5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71： 50米蝶泳 女子8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鄺愷怡 泳協會員 00'41''76

亞軍 林也靖 泳協會員 00'57''13

季軍 蕭芷萱 泳協會員 01'00''43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72： 50米蝶泳 女子9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張妍 淩峰體育會 00'49''62

亞軍 區卓琳 白浪體育會 01'11''36

季軍 葉依凌 泳協會員 01'30''23

殿軍 林子晴 泳協會員 00'00''00

第5名 張妍漏 淩峰體育會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73： 50米蝶泳 男子6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邢維丞 泳協會員 00'55''65

亞軍 陳正維 白浪體育會 00'55''91

季軍 鄭諾文 Dolphinsea 01'24''51

殿軍 鄒俊龍 UNIQUE 03'12''82

第5名 林子博 偉基 00'00''00

第6名 黃柏睿 偉基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74： 50米蝶泳 男子7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李嘉朗 泳協會員 00'54''24

亞軍 郭思良 非會員 01'03''10

季軍 潘日希 泳協會員 01'15''37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75： 50米蝶泳 男子8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廖皓麟 朗暉泳會 00'39''81

亞軍 趙子熙 非會員 00'49''92

季軍 梁卓弘 梁省德學校 00'54''87

殿軍 司徒頌文 白浪體育會 01'00''30

第5名 吳俊言 白浪體育會 01'16''73

第6名 韓柏希 泳協會員 00'00''00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主辦

      慶祝香港回歸錦標賽(2022)      地點：紅磡大環山游泳池

項目-76： 50米蝶泳 男子9歲

名次       姓  名 屬會 備註

冠軍 Vigo Wong 樂泳 00'40''26

亞軍 吳子龍 駿浪泳會 00'46''87

季軍 劉翼 泳協會員 00'50''46

殿軍 王雲程 非會員 00'51''69

第5名 張溢進 樂泳 00'54''64

第6名 趙智行 樂泳 00'59''24

成績確認  總裁判：朱志法 教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