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游泳

1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游泳錦標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8-6-2016 四博 楊泆楠

四博 楊泆楠

 二仁 潘姵呈

 四行 游雪穎

2 泳濤游泳會主辦第八屆黃大仙區街坊盃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5-8-2017 8至9歲組          50米自由泳 

                  50米蝶泳 

                 100米背泳 四博 楊泆楠

10歲以下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4X50米四式接力 

 8至9歲組          50米背泳 

10歲以下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3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5-8-2017 男子G組        100米自由泳 

                  50米蝶泳 

 女子H組           50米蛙泳 

                  50米蝶泳 

 女子F組        100米自由泳 

                50米自由泳 四博 楊泆楠

女子E-J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4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5-8-2017 男子青少年J組     100米蝶泳 

                  50米背泳 

男子8歲或以下     100米自由泳 

項目 獲獎名次

女子8歲組     100米捷泳接力 冠軍

 女子5-8歲組   4X50米捷泳接力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獲獎名次

獲獎名次

項目

季軍

項目

亞軍

獲獎名次

冠軍

亞軍

亞軍

四行 游雪穎

冠軍

季軍

亞軍

冠軍

三博 林瑋洛

二仁 潘姵呈

季軍

項目

三博 林瑋洛
亞軍

亞軍
四博 楊泆楠

       50米自由泳 季軍



5 南區水運會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7 8歲以下  男子青少年組    50米蝶泳 

                         50米背泳 

女子青少年組      4X50米四式接力 六德 林寶然

6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游泳錦標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7 四博 楊泆楠

7 元朗區第三十五屆水運會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4-9-2017 二仁 潘姵呈

三博 張凱晴

三仁 王穎悠

8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7 女子青少年H-J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四博 楊泆楠

9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8-10-2017 男子11歲組        50米背泳 

四博 楊泆楠

四博 楊泆楠

10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0-9-2017

四博 楊泆楠

 四行 游雪頴

項目 獲獎名次

六行 陳卓鋒
        200米混合四式

項目 獲獎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男女子混合9歲以下 4X50米捷泳接力

 女子青少年F-J組     50米自由式 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三博 林瑋洛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亞軍女子青少年J組    4X50米四式接力 

項目 獲獎名次

           100米自由式 冠軍

女子青少年組    4X50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女子9歲           100米捷泳 殿軍

 女子青少年F-I組     100米背泳 亞軍

殿軍

女子青少年H-J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冠軍

季軍



11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7-9-2017

12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2-10-2017 五德 甄哲

13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四博 楊泆楠

28-10-2017 四博 楊泆楠

 四行 游雪穎

14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第八屆YM分齡游泳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四行 游雪穎

 四博 楊泆楠

四博 楊泆楠

15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四行 游雪穎

四行 游雪穎

四行 游雪穎

四博 楊泆楠

16 粵港澳第6屆少兒游泳分齡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二仁 潘姵呈

 二仁 潘姵呈

 二仁 潘姵呈

  六行 陳卓鋒

 六行 陳卓鋒

女子7-8歲組      50米蛙泳 季軍

                50米蝶泳 殿軍

                4X50米捷泳接力 季軍

男子11歲以上組  50米背泳 季軍

                50米蝶泳 季軍

亞軍

 男子青少年I組     100米胸泳 季軍

女子8-9歲組      50米自由泳 冠軍

      50米蝶泳 冠軍

女子8-9歲組      50米背泳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4X50米四式接力

 女子青少年J組     100米自由泳 冠軍
四博 楊泆楠

        50米自由泳

冠軍

29-10-2017

女子9-10歲組    50米自由泳 亞軍

                50米背泳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23-12-2017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28-10-2017

女子F組         50米背泳 冠軍

女子接力組      4X50米四式接力 亞軍

女子F組         50米蝶泳 季軍



三博 林瑋洛

17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2018 四博 楊泆楠

18 泳濤"開心盃"游泳挑戰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2018 四博 楊泆楠

19  泳濤會 除夕盃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31-12-2017 四博 楊泆楠

四行 游雪穎

20 第22屆新界區新春冬泳錦標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2018 三博 林瑋洛

21 2018「龍城康體杯」港深游泳邀請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5-2018 四行 游雪穎

 

22 泳濤戊戌年新春盃2018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5-2018 四行 游雪穎

 

 

23

四博 楊泆楠
                  50米背泳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12歲以下女子組  4X50米四式接力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四博 楊泆楠

楊泆楠男女子混合9歲以下   4X50米捷泳接力 季軍

女子9-11歲組  4X50米混合泳接力 亞軍

               50米背泳 季軍

男子青少年A組 第五名

男子8歲組       50米蝶泳 亞軍

                50米背泳 亞軍

             200米混合四式 冠軍

女子9歲組       100米捷泳 季軍

四博

項目 獲獎名次

 女子青少年H.I.J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女子精英接力邀請賽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少年9-10歲組   自由泳100米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12歲以下男女子混合4X50米四式接力 亞軍

9歲 女子組        50米蛙泳 季軍

                  50米自由泳 季軍

9歲 女子組      50米自由泳 季軍



16/5/2018

 男子乙組  50米自由泳 冠軍 五德 甄哲

季軍 五行 林卓峰

殿軍 五德 彭喆

殿軍 五德 甄哲

優異 五愛 梁嘉宏

優異 五行 林卓峰

優異 五德 彭喆

100米蛙泳 優異 四愛 呂旻軒

五愛 梁嘉宏 譚逸羲  

五行 林卓峰 五德 甄哲

五德 彭喆 四愛 呂旻軒

五愛 梁嘉宏 譚逸羲  

五行 林卓峰 五仁 周納賢

五德 彭喆 甄哲

四愛 呂旻軒

 男子丙組  50米背泳 亞軍 三博 林瑋洛

優異 四行 梁嘉安

二愛 周俊燁 三博 林瑋洛

三行 譚逸朗 四行 梁嘉安

四行 賴柏宇 四德 何曉豐

 男子甲組  50米蝶泳 優異 六行 陳卓鋒

優異 六行 陳卓鋒

 女子甲組 100米蛙泳 殿軍 六德 雷凱婷

100米蛙泳 優異 五愛 向瑞琪

優異 五愛 向瑞琪

優異 六德 雷凱婷

 50米蝶泳 優異 六博 李姍姍

 50米蝶泳 優異 六德 林寶然

優異 六博 李姍姍

優異 六德 林寶然

五愛 向瑞琪 六博 李姍姍

六德 林寶然 雷凱婷

 四德 伍蔚嵐

六愛 梁馨藝 唐蔚藍

六德 鄒芷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2017-2018年度(第二十一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項目 / 獲獎名次 班別 / 學生姓名

    50米蛙泳

    50米蝶泳

100米自由泳

    50米蝶泳

    50米背泳

    50米蛙泳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50米自由泳

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項目 / 獲獎名次 班別 / 學生姓名

團體優異

    50米背泳

項目 / 獲獎名次 班別 / 學生姓名

100米自由泳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項目 / 獲獎名次 班別 / 學生姓名

    50米蛙泳

    50米蛙泳

    50米背泳

季軍 4x50米四式接力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三德 胡樂晴 一德 賴柏澄

六博 李姍姍 六愛 梁馨藝

六愛 唐蔚藍 六德 林寶然

六德 雷凱婷 六德 鄒芷晴

五愛 向瑞琪 四德 伍蔚嵐

三德 胡樂晴 一德 賴柏澄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 季軍 四博 楊泆楠

殿軍 四博 楊泆楠

二愛 甄穎 二仁 潘姵呈

四博 楊泆楠 四行 游雪穎

四仁 陳鎧蕙

二愛 甄穎 二仁 潘姵呈

四博 楊泆楠 四行 游雪穎

四仁 陳鎧蕙

 女子乙組  50米蝶泳 優異 三博 張凱晴

項目 / 獲獎名次 班別 / 學生姓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團體季軍

項目 / 獲獎名次 班別 / 學生姓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團體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50米背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