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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歲組〕 
 

 9:00am – 9:15am ………….…………………………… 比賽簡介 

 9:15am – 9:30am………….…………………………… 參賽者更衣及進場就座 

 9:30am ………………………………………………… 賽事正式開始 

 10:45am ………………………………………………… 9 歲組賽事完畢 

 

〔10 歲組〕 
 

 10:45am – 11:00am …….……………………………… 比賽簡介 

 11:00am – 11:15am …….……………………………… 參賽者更衣及進場就座 

 11:15am …………………..…………………………… 賽事正式開始 

 12:30pm ………………………………………………… 10 歲組賽事完畢 

 

〔11 歲組)〕 

 12:30pm – 12:45pm …….……………………………… 比賽簡介 

 12:45pm – 1:00pm …….……………………………… 參賽者更衣及進場就座 

 1:00pm …………………..…………………………… 賽事正式開始 

 2:15pm ………………………………………………… 11歲組賽事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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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校統計 

學校名稱 學校簡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油塘基法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九龍塘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嶺南同學會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馬頭涌官立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朱正賢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莊啟程 

香港培正小學 培正 

聖公會基榮小學 基榮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聖十架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德田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伊小分校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沙田圍胡素貞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胡素貞 

英華小學 英華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呂明才 

荃灣官立小學 荃灣官立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馬聖若瑟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慈幼葉漢 

聖公會主恩小學 主恩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何澤芸 

福德學校 福德 

廣東道官立小學 廣東道官立 

德信學校 德信 

天主教伍華小學 伍華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田家炳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惠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基慧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林文燦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大埔舊墟 

真鐸學校 真鐸 

聖公會基顯小學 基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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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紀錄 
男子組 

項目 年齡組別 

組別 

就讀學校 紀錄保持者 時間 比賽日期 

50米 

自由泳 

9歲 德信學校 盧梓霖 33''86 2017 年 5月 3 日 

10歲 德信學校 盧梓霖 30''68 2018年 5月 1日 

11歲 德信學校 陳志聰 29''54 2017 年 5月 3 日 

12歲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汪旭賢 28''71 2015 年 7月 1 日 

50米 

胸泳 

9歲 荃灣官立小學 李鈞承 45''77 2018年 5月 1日 

10歲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譚頌楠 39''78 2018年 5月 1日 

11歲 英華小學 林禹洋 38''05 2018年 5月 1日 

12歲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施孟虎 39''69 2016 年 5月 1 日 

50米 

背泳 

9歲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蘇博文 39''11 2016 年 5月 1 日 

10歲 英華小學 陳世康 34''70 2017 年 5月 3 日 

11歲 英華小學 陳世康 33''26 2018年 5月 1日 

12歲 合一堂學校 張家珩 36''15 2016 年 5月 1 日 

50米 

蝶泳 

9歲 天主教善導小學 尹進廉 37''06 2016 年 5月 1 日 

10歲 英華小學 林禹洋 35''30 2017 年 5月 3 日 

11歲 德信學校 陳志聰 33''64 2017 年 5月 3 日 

12歲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施孟虎 33''06 2016 年 5月 1 日 

女子組 

50米 

自由泳 

9歲 廣東道官立小學 王海融 36''17 2017 年 5月 3 日 

10歲 嘉諾撒聖心學校 曾靖嵐 30''86 2015 年 7月 1 日 

11歲 聖公會奉基小學 馬穎瑜 30''38 2016 年 5月 1 日 

12歲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何尚慧 28''87 2015 年 7月 1 日 

50米 

胸泳 

9歲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嚴英愛 43''09 2016 年 5月 1 日 

10歲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何韻蕊 40''98 2015 年 7月 1 日 

11歲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何韻蕊 36''34 2017 年 5月 3 日 

12歲 培基小學 沈桃 38''40 2015 年 7月 1 日 

50米 

背泳 

9歲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劉熙渝 43''62 2018年 5月 1日 

10歲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陳曉彤 35''52 2018年 5月 1日 

11歲 聖公會奉基小學 馬穎瑜 32''89 2016 年 5月 1 日 

12歲 聖公會奉基小學 張攸裳 34''05 2015 年 7月 1 日 

50米 

蝶泳 

9歲 聖公會奉基小學 黃允彤 42''66 2017 年 5月 3 日 

10歲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陳曉彤 34''03 2018年 5月 1日 

11歲 北角官立小學 鄭凱藍 33''76 2016 年 5月 1 日 

12歲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何尚慧 33''36 2015 年 7月 1 日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年齡組別 

組別 

紀錄保持者 時間 比賽日期 

9歲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34''17 2018年 5月 1日 

10歲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2'14''00 2018年 5月 1日 

11歲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11''00 2018 年 5月 1 日 

12歲 合一堂學校 張家珩、楊軒欣、胡焯曦、何采珊 2'10''07 2016 年 5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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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 - 男子 50米自由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劉智淳 楊鈞皓 梁凱晉 張孜羽  

(德信) (基榮) (林文燦) (英華)  

決二 
侯仲鈞 韓柏喬 許鈱匯 吳鈞澔  

(九龍塘) (福德) (英華) (馬頭涌官立)  

決三 
徐浩銘 袁浚杰 黃瀚銘 曾浩晉  

(英華) (馬頭涌官立) (九龍塘) (英華)  

決四 
施凱証 莫家臻 黃信楚 陳孝旻  

(基榮) (德信) (聖十架) (基顯)  

決五 
蔡子健 許傑釗 翁銘培 楊柏洹 張浩迅 

(基顯) (聖十架) (德田) (德田) (馬聖若瑟) 

決六 
李俊軒 歐陽浚鋒 利子樂 陳振鵬 蔡禮謙 

(慈幼葉漢) (基顯) (主恩) (主恩) (嶺南同學會) 

決七 
黃栢陶 冼弈衡 杜顯正 譚灝鵬 鄧格承 

(聖十架) (嶺南同學會) (嶺南同學會) (莊啟程) (莊啟程) 

決八 
劉梓謙 甄柏朗 葉衍鋒 張柏俙 尹樂謙 

(莊啟程) (伊小分校) (沙田圍胡素貞) (胡素貞) (胡素貞) 

決九 
梁晉穎 陳棹晞 林俊琦 張朗溢 陳錦鴻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田家炳) (田家炳) 
 

第 2項 – 女子 50米自由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區珮嘉 秦卓悠 駱雪晴 梁穎桐  

(真鐸) (呂明才) (林文燦) (九龍塘)  

決二 
鄭泳楠 梁詩韻 黃詠翹 陳曉情  

(德田) (慈幼葉漢) (慈幼葉漢) (大埔舊墟)  

決三 
陳雅詩 秦恩蕎 周梓妍 江枷誼 秦思蕎 

(油塘基法) (馬聖若瑟) (油塘基法) (馬聖若瑟) (馬聖若瑟) 

決四 
林禧兒 羅紫晴 蘇家晴 區程晴 梁雪兒 

(真鐸) (主恩) (伊小分校) (伊小分校) (伊小分校) 

決五 
黃心瑜 周家琦 王日曈 梁雅喬 羅芷晴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田家炳) (田家炳) 
 

9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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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項 - 男子 50米胸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蔡梓晉 侯仲鈞 鄒旻諾 曾適  

(沙田圍胡素貞) (九龍塘) (真鐸) (英華)  

決二 
陳雋穎 袁浚杰 張諾希 董穎縉  

(英華) (馬頭涌官立) (英華) (九龍塘)  

決三 
陳致遠 莫家臻 周頌熙 吳博桓  

(油塘基法) (德信) (慈幼葉漢) (馬聖若瑟)  

決四 
翁銘培 楊柏洹 陳振鵬 陳慶而  

(德田) (德田) (主恩) (馬聖若瑟)  

決五 
冼弈衡 劉梓謙 羅晉翹 許鎵淇 張柏俙 

(嶺南同學會) (莊啟程) (莊啟程) (伊小分校) (胡素貞) 

決六 
曾敬喬 林俊琦 李梓熙 陳錦鴻 張劍堂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田家炳) (田家炳) 
 

第 4項 – 女子 50米胸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李靖珊 陳曉情 楊芯菲 梁穎桐  

(九龍塘) (大埔舊墟) (大埔舊墟) (九龍塘)  

決二 
黃泳晞 黃詠翹 阮芊霖 秦思蕎  

(伍華) (慈幼葉漢) (真鐸) (馬聖若瑟)  

決三 
區珮嘉 鍾藝蕾 李雪瑩 黃澄 李雪晴 

(真鐸) (真鐸) (聖十架) (慈幼葉漢) (呂明才) 

決四 
尹譓茵 蘇家晴 司徒寶埼 曾熹兒 黃心瑜 

(莊啟程) (伊小分校) (伊小分校) (胡素貞) (荃灣官立) 

決五 
黃敏喬 周家琦 冼樂雯 梁雅喬 羅芷晴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田家炳) (田家炳) 
         

9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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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項 - 男子 50米背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楊鈞皓 劉智淳 韓昊 徐浩銘  

(基榮) (德信) (九龍塘) (英華)  

決二 
曾適 鄒旻諾 張孜羽 曾浩晉 黃瀚銘 

(英華) (真鐸) (英華) (英華) (九龍塘) 

決三 
黃信楚 張浩迅 利子樂 杜顯正 蔡禮謙 

(聖十架) (馬聖若瑟) (主恩) (嶺南同學會) (嶺南同學會) 

決四 
吳博桓 鄧格承 羅晉翹 甄柏朗 許鎵淇 

(馬聖若瑟) (莊啟程) (莊啟程) (伊小分校) (伊小分校) 

決五 
葉衍鋒 尹樂謙 陳棹晞 黃湋灝 張朗溢 

(沙田圍胡素貞) (胡素貞) (何澤芸) (何澤芸) (田家炳) 
 

第 6項 – 女子 50米背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秦卓悠 梁詩韻 梁惠美 黃泳晞  

(呂明才) (慈幼葉漢) (德田) (伍華)  

決二 
劉思行 駱雪晴 孫貝琪 秦恩蕎 陳雅詩 

(九龍塘) (林文燦) (慈幼葉漢) (馬聖若瑟) (油塘基法) 

決三 
鄭泳楠 李雪瑩 江枷誼 羅紫晴 區程晴 

(德田) (聖十架) (馬聖若瑟) (主恩) (伊小分校) 

決四 
曾熹兒 黃靖稀 黃敏喬 王日曈 冼樂雯 

(胡素貞) (胡素貞)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9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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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項 - 男子 50米蝶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韓昊 梁凱晉 施凱証 許鈱匯  

(九龍塘) (林文燦) (基榮) (英華)  

決二 
董穎縉 吳鈞澔 陶禮添 周俊祈  

(九龍塘) (馬頭涌官立) (英華) (英華)  

決三 
許傑釗 梁晉穎 曾敬喬 陳洛  

(聖十架) (荃灣官立) (荃灣官立) (廣東道官立)  
 

第 8項 – 女子 50米蝶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梁惠美 劉思行 楊芯菲  

 (德田) (九龍塘) (大埔舊墟)  

決二 
 李靖珊 司徒寶埼 黃靖稀  

 (九龍塘) (伊小分校) (胡素貞)  
 

第 9項 -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九龍塘 聖十架 德田  

決二  胡素貞 荃灣官立 林文燦  

9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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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 - 男子 50米自由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伍子睿 徐煒峻 方奕元 程貴堅  

(林文燦) (馬頭涌官立) (德信) (伍華)  

決二 
李柏禧 呂銘杰 李璞暾 黃卓畢  

(惠州) (嶺南同學會) (沙田圍胡素貞) (英華)  

決三 
霍祁志 蔡逸南 王子臻 蔡天朗  

(英華) (德田) (德信) (英華)  

決四 
劉鎧樂 徐駿羲 馮樂晞 潘順發 王中彥 

(英華) (馬頭涌官立) (朱正賢) (基顯) (沙田圍胡素貞) 

決五 
譚晉軒 王洛洐 周穎鋒 黃朗琋 朱繼昱 

(九龍塘) (惠州) (慈幼葉漢) (嶺南同學會) (嶺南同學會) 

決六 
張銘軒 李思銳 黃俊喬 譚灝翔 鍾栢軒 

(主恩) (聖十架) (惠州) (莊啟程) (伊小分校) 

決七 
潘昇延 胡溢禮 秦浩淼 黎傲軒 陳鎰匡 

(伊小分校) (胡素貞) (胡素貞) (胡素貞) (荃灣官立) 

決八 
鄧盛仁 冼樂勤 蔡智杰 吳家謙 葉梓烽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田家炳) (田家炳) 
  

第 2項 – 女子 50米自由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陳樂昕 梁凱琳 湯穎欣 謝昕希 王心榆 

(九龍塘) (林文燦) (聖十架) (馬頭涌官立) (朱正賢) 

決二 
馮曉玥 胡芯攸 袁晞桐 陳沛怡 周泆頤 

(朱正賢) (馬頭涌官立) (九龍塘) (德田) (德田) 

決三 
陳佳盈 趙思敏 黎宛澄 黃文雅 馮樂茵 

(沙田圍胡素貞) (主恩) (主恩) (慈幼葉漢) (嶺南同學會) 

決四 
趙靜欣 楊鐿澄 劉心盈 簡嘉怡 梁詠詩 

(聖十架) (德田) (馬聖若瑟) (惠州) (主恩) 

決五 
何紀霖 黃思媛 溫婉蓉 馬卓蕎 劉佳澄 

(聖十架) (荃灣官立)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10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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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項 - 男子 50米胸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鄺彥熙 霍祁志 歐陽朗 朱珀麟 吳凱柏 

(福德) (英華) (英華) (慈幼葉漢) (聖十架) 

決二 
徐駿羲 杜綮哲 區晉僖 蔡逸南 張家銘 

(馬頭涌官立) (九龍塘) (英華) (德田) (慈幼葉漢) 

決三 
梁謙誠 譚晉軒 王洛洐 潘順發 林梓駿 

(德信) (九龍塘) (惠州) (基顯) (德田) 

決四 
張浩維 黃俊喬 黃朗琋 張銘軒 呂俊峰 

(惠州) (惠州) (嶺南同學會) (主恩) (油塘基法) 

決五 
譚灝翔 朱君叡 林 昊 潘昇延 李璞暾 

(莊啟程) (莊啟程) (聖十架) (伊小分校) (沙田圍胡素貞) 

決六 
王中彥 胡溢禮 李卓衡 林建東 鄧盛仁 

(沙田圍胡素貞) (胡素貞) (胡素貞) (胡素貞) (荃灣官立) 

決七 
李鈞承 何宗源 何兆博 吳家謙 葉梓烽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田家炳) (田家炳) 
 

第 4項 – 女子 50米胸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莫家晴 鍾欣岐 吳琋瑜 湯穎欣  

(基慧) (馬頭涌官立) (林文燦) (聖十架)  

決二 
張童堯 曾詠希 胡芯攸 周泆頤  

(嶺南同學會) (九龍塘) (馬頭涌官立) (德田)  

決三 
游芷彤 唐麗莹 趙思敏 黎宛澄  

(惠州) (油塘基法) (主恩) (主恩)  

決四 
楊鐿澄 丁宛渝 馮樂茵 華龍睛  

(德田) (聖十架) (嶺南同學會) (嶺南同學會)  

決五 
梁詠詩 曾子棋 馮梓荍 鄭家瑜 史詩欣 

(主恩) (馬聖若瑟)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10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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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項 - 男子 50米背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黃煜 莫朗森 郭健唯 程貴堅 李柏禧 

(基顯) (英華) (伍華) (伍華) (惠州) 

決二 
黃本協 呂銘杰 黃弈扉 王子臻 黃卓畢 

(慈幼葉漢) (嶺南同學會) (朱正賢) (德信) (英華) 

決三 
林梓駿 劉鎧樂 馮樂晞 楊家銘 林 昊 

(德田) (英華) (朱正賢) (德田) (聖十架) 

決四 
周穎鋒 朱繼昱 方心言 梁鎮宇 秦浩淼 

(慈幼葉漢) (嶺南同學會) (嶺南同學會) (聖十架) (胡素貞) 

決五 
黎傲軒 林建東 陳鎰匡 薛釗賢 柳卓儒 

(胡素貞) (胡素貞)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第 6項 – 女子 50米背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陳樂昕 葉芯蕎 梁凱琳 張童堯 鍾欣岐 

(九龍塘) (馬頭涌官立) (林文燦) (嶺南同學會) (馬頭涌官立) 

決二 
袁晞桐 王心榆 游芷彤 黃文雅 胡文麗 

(九龍塘) (朱正賢) (惠州) (慈幼葉漢) (聖十架) 

決三 
劉心盈 趙靜欣 溫婉蓉 馬卓蕎 鄭家瑜 

(馬聖若瑟) (聖十架)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第 7項 - 男子 50米蝶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郭健唯 黃煜 方奕元 伍子睿  

(伍華) (基顯) (德信) (林文燦)  

決二 
莫朗森 黃弈扉 區晉僖 吳凱柏 朱君叡 

(英華) (朱正賢) (英華) (聖十架) (莊啟程) 

決三 
楊家銘 李鈞承 冼樂勤 何兆博 黃本協 

(德田)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慈幼葉漢) 
 

10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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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項 – 女子 50米蝶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吳琋瑜 馮曉玥 葉芯蕎 謝昕希 胡文麗 

(林文燦) (朱正賢) (馬頭涌官立) (馬頭涌官立) (聖十架) 

決二 
簡嘉怡 陳沛怡 黃思媛 馮梓荍 劉佳澄 

(惠州) (德田) (荃灣官立) (荃灣官立) (何澤芸) 
 

第 9項 -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九龍塘 嶺南同學會 馬頭涌官立 朱正賢  

決二 培正 聖十架 德田 伊小分校 荃灣官立 

決三 馬聖若瑟 主恩 何澤芸 惠州 林文燦 

 

10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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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 - 男子 50米自由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羅凱謙 盧梓霖 李宇翹 陳銳進  

(九龍塘) (德信) (德信) (大埔舊墟)  

決二 
黎昱衡 胡彥韜 孫湕琋 劉泇宏  

(德信) (英華) (英華) (德信)  

決三 
鄧啟泓 倫塏城 曾浩軒 韓晟 蔡梓希 

(德田) (英華) (英華) (九龍塘) (油塘基法) 

決四 
駱敬天 趙震鎧 羅富樺 季瀚霖 張瑋哲 

(林文燦) (林文燦) (德田) (沙田圍胡素貞) (慈幼葉漢) 

決五 
繆柏軒 游承皓 蔡志旭 呂梓僥 蔡子泰 

(主恩) (惠州) (惠州) (油塘基法) (基顯) 

決六 
朱焯彥 蕭駿 陳浚軒 莫文軒 曾煒智 

(馬聖若瑟) (嶺南同學會) (馬聖若瑟) (嶺南同學會) (聖十架) 

決七 
蔡一聰 林泰然 黃文儲 朱瑋鏘 余文進 

(慈幼葉漢) (嶺南同學會) (主恩) (主恩) (嶺南同學會) 

決八 
許樂 朱啟謙 毛稼裕 何梓丞 張皓鈞 

(惠州) (莊啟程) (莊啟程) (聖十架) (伊小分校) 

決九 
林子傑 鍾永恒 柳卓翹 陳嘉鏗 羅偉晉 

(伊小分校) (胡素貞) (何澤芸) (何澤芸) (田家炳) 

第 2項 – 女子 50米自由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蕭詠嵐 陳靖淇 鍾海澄 王海融  

(九龍塘) (德田) (九龍塘) (廣東道官立)  

決二 
鄒卓穎 李栢寧 張雨晴 蘇詩榆  

(真鐸) (沙田圍胡素貞) (馬聖若瑟) (油塘基法)  

決三 
馮子塋 張卓珩 何樂晴 曾敏軒  

(大埔舊墟) (油塘基法) (真鐸) (德田)  

決四 
許  睿 潘穎欣 邱梓蓓 李祉潁 韓天欣 

(伊小分校) (胡素貞) (胡素貞) (何澤芸) (何澤芸) 

11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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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項 - 男子 50米胸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陳銳進 孫湕琋 盧梓霖 黎昱衡  

(大埔舊墟) (英華) (德信) (德信)  

決二 
邱苡琛 鄧啟泓 鄭栩惺 蕭駿  

(林文燦) (德田) (英華) (嶺南同學會)  

決三 
張景程 余天楠 熊安博 趙震鎧  

(德信) (英華) (英華) (林文燦)  

決四 
季瀚霖 蔡志旭 簡灝鋑 繆柏軒  

(沙田圍胡素貞) (惠州) (真鐸) (主恩)  

決五 
盧卓謙 莫文軒 許樂 鄭皓匡 蔡子泰 

(惠州) (嶺南同學會) (惠州) (油塘基法) (基顯) 

決六 
冼帕熙 蔡一聰 曾煒智 鄔承希 余文進 

(聖十架) (慈幼葉漢) (聖十架) (馬聖若瑟) (嶺南同學會) 

決七 
朱啟堯 張皓鈞 鍾永恒 陳柏羲 林志遠 

(莊啟程) (伊小分校) (胡素貞) (胡素貞) (胡素貞) 

決八 
蘇雋文 黃敬僖 甄栢林 郭澧賢 羅偉晉 

(德信)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何澤芸) 

第 4項 – 女子 50米胸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蘇若嵐 莫靜賢 方詠珊 陳穎妍 王卓琳 

(九龍塘) (基慧) (真鐸) (慈幼葉漢) (德田) 

決二 
李曉桐 畢永希 簡綽怡 鄧穎恩 蘇詩楹 

(大埔舊墟) (九龍塘) (惠州) (油塘基法) (油塘基法) 

決三 
曾敏軒 彭可因 潘穎欣 練倬伶 高栢齡 

(德田) (馬聖若瑟) (胡素貞) (何澤芸) (何澤芸) 

11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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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項 - 男子 50米背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曾浩軒 倫塏城 游承皓 蘇晉騫  

(英華) (英華) (惠州) (德信)  

決二 
張瑋哲 蘇雋文 簡灝鋑 韓晟  

(慈幼葉漢) (德信) (真鐸) (九龍塘)  

決三 
鄭栩惺 蔡梓希 羅富樺 駱敬天 朱焯彥 

(英華) (油塘基法) (德田) (林文燦) (馬聖若瑟) 

決四 
蕭駿 鄔承希 朱瑋鏘 林泰然 冼帕熙 

(嶺南同學會) (馬聖若瑟) (主恩) (嶺南同學會) (聖十架) 

決五 
朱啟謙 毛稼裕 黃敬僖 甄栢林 鍾展康 

(莊啟程) (莊啟程) (荃灣官立) (何澤芸) (何澤芸) 

第 6項 – 女子 50米背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王海融 鄒卓穎 蘇若嵐 鍾海澄 陳靖淇 

(廣東道官立) (真鐸) (九龍塘) (九龍塘) (德田) 

決二 
簡綽怡 吳嘉怡 蘇詩榆 梁凱晴 周卓霖 

(惠州) (慈幼葉漢) (油塘基法) (馬聖若瑟) (油塘基法) 

決三 
彭可因 許  睿 邱梓蓓 李祉潁 劉佳林 

(馬聖若瑟) (伊小分校) (胡素貞) (何澤芸) (何澤芸) 

第 7項 - 男子 50米蝶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羅凱謙 胡彥韜 劉泇宏 李宇翹  

(九龍塘) (英華) (德信) (德信)  

決二 
張景程 歐頌謙 余天楠 熊安博 盧卓謙 

(德信) (德信) (英華) (英華) (惠州) 

決三 
邱苡琛 林子傑 陳柏羲 陳嘉鏗 賴敬熙 

(林文燦) (伊小分校) (胡素貞) (何澤芸) (何澤芸) 

11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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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項 – 女子 50米蝶泳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蕭詠嵐 畢永希 方詠珊  

 (九龍塘) (九龍塘) (真鐸)  

決二 
陳穎妍 李曉桐 王卓琳 馮子塋  

(慈幼葉漢) (大埔舊墟) (德田) (大埔舊墟)  

決三 
張雨晴 梁凱晴 劉佳林 任燮玫  

(馬聖若瑟) (馬聖若瑟) (何澤芸) (何澤芸)  

第 9項 -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線道 1 2 3 4 5 

決一 九龍塘 油塘基法 嶺南同學會 培正  

決二 德田 胡素貞 馬聖若瑟 慈幼葉漢  

決三 主恩 何澤芸 惠州 林文燦  

 

11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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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港小學游泳邀請賽參加者頇知》 
1. 參賽者只限兩名家長陪同出席。 

2. 是次比賽不設初賽，以各分組之成績作為比賽結果。 

3. 所有進入泳池場館者必頇穿上泳池膠拖，參賽者亦頇自備泳帽、泳鏡及毛巾。 

4. 參賽者到場後，必頇就座，不得亂跑，並請各家長督促子女保持良好秩序及會場清潔。 

5. 比賽舉行期間，參賽者不得擅自離開泳池範圍或逗留於更衣室內。 

6. 參賽者頇注意司令台之召集宣佈，每項目只召集兩次。 第一次召集， 參賽者應立即到召

集處集合報到，聽候指示；第二次召集 (最後召集)，參賽者將安排到參賽者預備席就座，

準備作賽；未有按指示報到者作棄權論。 如參賽者臨時不能出賽，應盡早通知司令台。 

7. 參賽者可於池邊起跳；不懂跳水者可單手扶池邊，用腳蹬牆或蹬池邊前進。 

8. 參加蛙泳及蝶泳項目者，到達終點時頇雙手同時觸池。 

9. 參賽者頇出席賽後舉行之頒獎典禮。 取得頭三名成績者，將獲即場頒發獎牌，得獎者

請於各年齡組別賽事完成後立即到頒獎台領獎 (未能於當日領取獎牌者將不獲補發)；第

一至八名成績者將獲發獎狀；凡游畢全程者 (包括取得頭八名成績者) 均獲發參賽證

書。獎牌即場頒發，獎狀及參賽証書則於 2/7前經學校派發。 

10. 每年齡組別均設團體冠軍。 

11. 比賽場內嚴禁飲食，參賽者應於入場前先行用膳。 
12. 大會不設上訴制度，以總裁判之決定為最終裁定。 
各組比賽計分表 

名次 1 2 3 4 5 6 7 8 

個人項目 9 7 6 5 4 3 2 1 

接力項目 18 14 12 10 8 6 4 2 

 

 

傷殘人士 

洗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