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區小學分會第六屆  

( 2003-2004 ) 小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在 優 越 游 泳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及 太 平 洋 游 泳 會 參 加 訓 練 的 泳 員 成 績。 

男子甲組：(時間前有*者為破紀錄時間)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吳梓楊 50 米自由泳 *30.79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吳梓楊 100 米自由泳 *1:09.57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袁卓倫 50 米胸泳 44.22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袁卓倫 100 米胸泳 1:37.14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溫卓勇 50 米背泳 42.06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2:20.00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男子甲組團體總成績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男子乙組：(時間前有*者為破紀錄時間)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王文軒 50 米自由泳 *34.05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王文軒 100 米自由泳 1:16.96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莫竣名 100 米自由泳 1:22.05 季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莫竣名 50 米胸泳 *44.83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江卓熹 50 米胸泳 *45.08 季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莫亦凡 100 米胸泳 *1:33.61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江卓熹 100 米胸泳 *1:40.40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莫亦凡 50 米背泳 39.21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2:32.55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2:39.24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莫亦凡 男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男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男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季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男子丙組：(時間前有*者為破紀錄時間)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余浩盛* 50 米自由泳 34.48 冠軍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李文浩 50 米自由泳 39.92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余浩盛 50 米胸泳 49.92 冠軍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程朗 50 米胸泳 49.96 亞軍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吳家豪 50 米胸泳 50.44 季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韓浩博 50 米胸泳 50.60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程朗* 50 米背泳 45.63 冠軍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吳家豪 50 米背泳 50.56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2:39.24 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余浩盛 男子丙組傑出運動員 冠軍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程朗 男子丙組傑出運動員 亞軍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吳家豪 男子丙組傑出運動員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男子丙組團體總成績  季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男子丙組團體總成績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余浩盛: 初賽成績 33”79 破紀錄 
程朗:   初賽成績 42”60 破紀錄 
女子甲組：(時間前有*者為破紀錄時間)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楊佩旻 50 米自由泳 35.76 冠軍 佛教黃藻森學校 
黃昕玲 50 米自由泳 36.08 亞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林妍君 50 米自由泳 36.12 季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楊心怡 50 米自由泳 36.64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林妍君 100 米自由泳 *1:17.99 季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貝靖賢 100 米自由泳 1:19.93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伍杏焮 50 米胸泳 *43.86 季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楊佩旻 50 米胸泳 *44.38 殿軍 佛教黃藻森學校 
伍杏焮 100 米胸泳 *1:34.52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貝靖賢 50 米背泳 *43.94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2:23.26 冠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2:43.13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楊佩旻 女子甲組傑出運動員 季軍 佛教黃藻森小學 
伍杏焮 女子甲組傑出運動員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女子甲組團體總成績  冠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女子甲組團體總成績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女子乙組：(時間前有*者為破紀錄時間)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蔡曉丹 50 米自由泳 *31.94 冠軍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念小學

蔡曉丹 100 米自由泳 *1:10.94 冠軍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念小學

伍詩穎 100 米自由泳 *1:17.46 亞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伍詩穎 100 米胸泳 *1:40.53 冠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周祉妍 100 米胸泳 1:53.04 季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余浩盈 100 米胸泳 43.86 殿軍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3:01.29 季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蔡曉丹 女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冠軍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念小學

伍詩穎 女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亞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女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女子丙組：(時間前有*者為破紀錄時間)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黃海桐 50 米自由泳 40.40 殿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崔卓瑤 50 米胸泳 49.03 冠軍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念小學

馮芷茵 50 米胸泳 52.99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崔卓瑤 50 米背泳 *46.40 亞軍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念小學

溫綺婧 50 米背泳 50.55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2:57.95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崔卓瑤 女子丙組傑出運動員 亞軍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念小學

女子丙組團體總成績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祝賀本會泳員取得以上優異成績，希望各泳員再接再厲!再攀高峰! 
 
5-8 名次及具體時間請上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網頁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