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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游泳會 (成績報告)                     

    本會訓練泳員代表其所屬學校在 2011年 6月 1日舉行之第

十三屆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錦標賽中取得優異成績！ 

 

個人獎  在男女子甲、乙、丙六組別三十個單項中共獲  

八項冠軍，六項亞軍，八項季軍，十一項殿軍。 

 

傑出運動員獎  

男子甲組冠軍:        鄭朗軒(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冠軍:        葉明臻(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男子乙組冠軍:        鄺嘉熙(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女子甲組季軍:        趙施穎(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丙組殿軍:        陳君彥(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男子丙組殿軍:        楊棨然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團體獎   

男子甲組團體總分季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男子甲組團體總分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團體總分冠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男子丙組團體總分亞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男子丙組團體總分季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女子甲組團體總分亞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女子甲組團體總分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團體總分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破紀錄   

男子乙組 4Ｘ50 米自由泳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感謝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及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以上學校的支持。 

 

希望  各泳員再接再厲，續創佳績！ 
 

 

 

 

 



 

 

 

 

第十三屆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太平洋游泳會泳員成績(1-4 名) 

男子甲組：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鄭朗軒 100 米自由泳 01:07:31 冠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鄭朗軒 50 米自由泳 00:30:46 冠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葉晉塱 50 米蛙泳 00:42:09 亞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葉晉塱 100 米蛙泳 01:32:23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劉溢仁 100 米蛙泳 01:30:96 亞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劉溢仁 50 米蛙泳 00:42:75 殿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林灝汶 100米自由泳 01:13:75 季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趙柔強 100米自由泳 01:17:70 殿軍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趙柔強 100 米蛙泳 01:34:76 殿軍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4X50 米自由泳 02:35:53 亞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鄭朗軒 男子甲組傑出運動員 冠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團體總成績 季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葉明臻 50 米蝶泳 00:35:69 冠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葉明臻 50 米自由泳 00:32:16 冠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鄺嘉熙 50 米蛙泳 00:39:15 冠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鄺嘉熙 100 米蛙泳 01:26:87 冠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王崇甄 50 米蝶泳 00:44:36 殿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王崇甄 50 米自由泳 00:34:86 季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02:09:15 冠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葉明臻 男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冠軍 

(並列)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鄺嘉熙 

男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冠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破紀錄) 

 

 



 

 

 

 

男子丙組：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楊棨然 50 米自由泳 00:38:02 季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劉浚鏗 50 米背泳 00:46:42 季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陳冠毅 50 米蛙泳 00:50:52 殿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陳偉謙 50 米背泳 00:48:42 殿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02:41:99 亞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02:51:71 殿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楊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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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季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女子甲組：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趙施穎 50 米蛙泳 00:42:23 冠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趙施穎 100 米蛙泳 01:33:38 亞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黃煒婷 100 米自由泳 01:21:94 亞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黃煒婷 50 米自由泳 00:35:63 季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劉菀榕 50 米背泳 00:42:20 亞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鄭裕彤 100 米自由泳 01:40:90 季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蔡穎同 100 米自由泳 01:48:46 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賴映彤 50 米蛙泳 00:50:49 殿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03:01:61 亞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03:12:23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趙施穎 女子甲組傑出運動員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團體總成績 亞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譚皚楹  50 米蛙泳 00:45:92 季軍 梁潔華小學 

譚皚楹  100 米蛙泳 01:38:38 亞軍 梁潔華小學 

陳芷晴 50 米自由泳 00:38:34 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葉熹瞳 50 米蝶泳 00:43:35 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羅均妤 100 米自由泳 01:20:77 殿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02:51:36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02:56:93 殿軍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女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丙組： 

姓   名 項   目 時   間 名   次 學   校 

陳君彥  50 米蛙泳 00:48:92 冠軍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陳君彥 女子丙組傑出運動員 殿軍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