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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游泳會 (成績報告)                 

    本會泳員代表其所屬學校在2007年 5月29日舉行之第九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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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項冠軍，六項亞軍，七項季軍，十二項殿軍。 

 

傑出運動員獎 男乙 劉宏志 (冠軍)，女乙 李可楓(冠軍)， 

 男甲 余浩盛 (亞軍)，男乙 江卓賢(亞軍)， 

          女乙 莫曉欣 (亞軍)，男甲 陳信熹 (季軍)。 

團體獎   

女子乙組團體總分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女子丙組團體總分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男子甲組團體總分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女子甲組團體總分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男子乙組團體總分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女子丙組團體總分殿軍: 基督教宣導會宣基小學 

 

破紀錄  共打破三項單項紀錄，江卓賢(男乙 50 蛙及 100 蛙)，

伍思翰(男乙 50 蛙及 100 蛙)，李可楓(女乙 100 蛙)。  



 

感謝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及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的支持，家長、泳員的付出和努力！ 

希望  各泳員再接再厲，續創佳績！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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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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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自泳 00:31:36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余浩盛 50 米蝶泳 00:34:38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陳信熹 50 米背泳 00:40:88 冠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信熹 100 米蛙泳 01:37:08 季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麥駿然 100 米自泳 01:14:24 亞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麥駿然 50 米蝶泳 00:35:07 季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姚善竣 100 米自泳 01:18:76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陳肇暉 100 米自泳 01:19:43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劉宏超 50 米蝶泳 00:40:00 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郭衍衡 50 米背泳 00:44:32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余浩盛 男子甲組傑出運動員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陳信熹 男子甲組傑出運動員 季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男子甲組團體總成績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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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宏志 50 米自由泳 00:32:31 冠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劉宏志 50 米蝶泳 00:35:27 冠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江卓賢 100 米蛙泳 *01:31:60 冠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江卓賢 50 米蛙泳 *00:42:49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伍思翰 100 米蛙泳 *01:33:01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伍思翰 50 米蛙泳 *00:42:61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楊梓峰 50 米蝶泳 00:44:63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王崇志 100 米自泳 01:27:72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02:40:93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劉宏志 男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冠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江卓賢 男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男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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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子穎 50 米蛙泳 00:48:92 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林嘉俊 50 米背泳 00:44:93 殿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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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旭希 50 米蛙泳 00:42:77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何旭希 100 米蛙泳 01:38:57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胡慧琳 100 米自由泳 01:29:76 亞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3:03:36 殿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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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曉欣 50 米自由泳 00:33:35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莫曉欣 100 米自由泳 01:13:45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李可豐 50 米蛙泳 00:42:62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李可豐 100 米蛙泳 *01:33:80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羅穎希 50 米背泳 00:40:34 冠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溫兆敏 50 米蝶泳 00:39:49 亞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溫兆敏 100 米自由泳 01:19:37 季軍 港澳信義會小學 

杜苑琪 50 米自由泳 00:41:72 季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02:53:67 季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03:15:62 殿軍 順德聯誼總會梁潔華小學 

李可楓 女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冠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莫曉欣 女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女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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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葉祇彤  50 米背泳 00:49:20 季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4X50 米自由泳  02:59:58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女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亞軍 保良局陸慶濤小學 
女子乙組團體總成績 殿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