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兒童組5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曹卓煒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51.35

2 房仲愷 匯友體育協會 00'52.76

3 鄭小康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0'55.02

4 陳琸渂 以諾體育會 00'55.42

5 李尚霖 傑青體育會 00'55.57

6 陳昭言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0'56.98

7 謝易旃 以諾體育會 00'57.28

8 孫敦盛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0'58.77

9 林子睿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02.03

10 陳傑揚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04.16

11 蔣承臻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05.01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兒童組5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林文西 3A體育會 00'44.21

2 徐凱晴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47.53

3 黃文琪 以諾體育會 00'49.50

4 林沛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0'53.49

5 馮鳳煬 3A體育會 00'58.46

6 蔡昕彤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00.48

7 梁浠曈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04.35

8 黎忻穎 沙田公眾泳池拯溺會 01'14.36

~ 鄭諾誼 展毅體育會 DNF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2/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少年組10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李安傑 以諾體育會 01'17.14

2 馮竣緯 以諾體育會 01'22.64

3 梁文博 匯友體育協會 01'24.75

4 劉知行 匯駿體育協會 01'26.67

5 葉衍江 以諾體育會 01'27.17

6 何玥俙 以諾體育會 01'27.50

7 王光華 以諾體育會 01'28.27

8 盧弘傑 以諾體育會 01'28.37

9 周啟諾 匯友體育協會 01'31.12

10 李韋葰 3A體育會 01'32.78

11 張榮琛 以諾體育會 01'33.11

12 李韋葷 屯門拯溺會 01'34.19

13 陳柏宇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36.58

14 曹栢欽 以諾體育會 01'36.71

15 黃畯廷 以諾體育會 01'36.97

16 梁駿希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37.84

17 楊家成 匯駿體育協會 01'38.86

18 鄧鎮鋒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39.26

19 李長江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39.46

20 孫晉朗 匯友體育協會 01'40.56

21 許丞銘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40.81

22 黃晉名 以諾體育會 01'41.26

23 曾曠俊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45.31

24 陳栢文 以諾體育會 01'50.93

25 劉子樂 匯友體育協會 01'54.03

26 雷坤禧 以諾體育會 01'54.68

27 黎忻諾 沙田公眾泳池拯溺會 01'55.23

28 徐逸麟 傑青體育會 01'56.49

29 鄭鈞朗 傑青體育會 02'02.32

30 彭俊穎 展毅體育會 02'16.95

31 杜嘉鋒 展毅體育會 02'18.30

32 施乾浩 展毅體育會 02'18.97

33 劉羿醇 展毅體育會 02'25.06

34 楊泯軒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2'25.39

~ 鄭諾謙 展毅體育會 DSQ

~ 馬彬焜 以諾體育會 DSQ

~ 杜梓源 以諾體育會 DSQ

~ 劉子喬 匯友體育協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3/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先進組10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陳樂恩 懲教署體育會 01'07.33

2 周彰明 傑青體育會 01'07.73

3 何俊琛 匯友體育協會 01'09.37

4 馮笙 傑青體育會 01'09.99

5 何俊廷 匯友體育協會 01'11.26

6 周竣培 匯駿體育協會 01'12.73

7 蔡惠豪 金海豚體育會 01'51.40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4/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先進組10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黃學穎 匯駿體育協會 01'18.22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5/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少年組10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譚海琳 3A體育會 01'18.32

2 謝彥而 傑青體育會 01'35.09

3 何紀瑩 3A體育會 01'35.23

4 張穎妍 以諾體育會 01'36.49

5 胡欣彤 以諾體育會 01'47.89

6 蔡昕澄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49.15

7 范芷晴 3A體育會 01'58.71

8 梁雅琝 傑青體育會 02'53.25

~ 陳梓渝 展毅體育會 ABS

~ 余悅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6/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公開組20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蘇冠銘 匯駿體育協會 02'22.36

2 簡浩軒 大埔拯溺會 02'31.44

3 黃俊錤 匯駿體育協會 02'32.63

4 趙康政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2'34.17

5 黃家進 翠屋拯溺會 02'35.07

6 陳俊倫 以諾體育會 02'43.15

7 楊家豪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2'45.72

8 胡晁藍 匯駿體育協會 02'46.19

9 曹諾熙 騰達體育會 02'57.66

10 王智軒 以諾體育會 03'00.38

11 鍾卓軒 匯駿體育協會 03'02.04

12 劉卓山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3'04.20

13 郭梓彥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3'34.58

14 黃偉峰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3'50.02

~ 黃建朗 大埔拯溺會 ABS

~ 郭永頌 大埔拯溺會 ABS

~ 馮樹文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ABS

~ 邱俊軒 以諾體育會 ABS

~ 曾煒鋒 以諾體育會 ABS

~ 曹灝聰 翠屋拯溺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7/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青年組20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梁洛熙 以諾體育會 02'27.23

2 王藝霖 大埔拯溺會 02'31.60

3 馮竣煒 匯駿體育協會 02'33.50

4 陳家礎 以諾體育會 02'41.36

5 陳嘉嶸 以諾體育會 02'44.82

6 李偉鉦 屯門拯溺會 02'46.41

7 陳俊軒 大埔拯溺會 02'47.86

8 劉駿庭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2'48.71

9 劉諾軒 以諾體育會 02'50.74

10 鄭卓樂 大埔拯溺會 02'52.28

11 陳煜 大埔拯溺會 02'53.85

12 李柏賢 以諾體育會 03'00.12

13 李恒森 大埔拯溺會 03'01.55

14 劉駿䤭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3'02.13

15 鄧百豪 匯友體育協會 03'02.49

16 黃致軒 以諾體育會 03'08.12

17 陳浩昌 以諾體育會 03'29.93

18 賀本懷 匯駿體育協會 03'45.36

19 高綽樂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3'46.78

~ 楊嘉晉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馬長錦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江維晉 3A體育會 ABS

~ 戴子健 以諾體育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8/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公開組20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司徒詠珈 匯駿體育協會 02'56.38

~ 李穎欣 大埔拯溺會 ABS

~ 黎皚騫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袁欣淇 大埔拯溺會 ABS

~ 余詠雪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杜穎怡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盧可晴 以諾體育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9/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青年組200公尺游泳障礙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謝玅阡 以諾體育會 02'45.99

2 黎韻淇 翠屋拯溺會 02'47.68

3 李欣彤 翠屋拯溺會 02'48.09

4 程靄棋 翠屋拯溺會 02'54.84

5 李安穎 以諾體育會 02'56.21

6 鄧浩炘 以諾體育會 03'02.06

7 高楚翹 屯門拯溺會 03'02.22

8 杜葆瑜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3'05.68

9 梁嘉怡 以諾體育會 03'07.40

10 葉穎盈 大埔拯溺會 03'12.01

11 蔡芷矜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3'14.20

12 陳沛嵐 以諾體育會 03'14.91

13 伍柏誼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3'18.54

14 余芷晴 以諾體育會 03'29.55

15 蔡星怡 展毅體育會 07'50.64

~ 蔡潔瑩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曾藉誼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方詩雅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羅明慧 以諾體育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0/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兒童組50公尺穿蛙鞋游泳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曹卓煒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34.56

2 鄭小康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0'37.33

3 謝易旃 以諾體育會 00'38.63

4 房仲愷 匯友體育協會 00'40.96

5 林子睿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41.93

6 陳琸渂 以諾體育會 00'42.19

7 孫敦盛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0'42.71

8 蔣承臻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43.36

9 陳傑揚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43.90

~ 李尚霖 傑青體育會 ABS

~ 陳昭言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1/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兒童組50公尺穿蛙鞋游泳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林文西 3A體育會 00'31.66

2 徐凱晴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32.69

3 蔡昕彤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35.98

4 黃文琪 以諾體育會 00'37.04

5 梁浠曈 碧濤游泳拯溺會 00'38.56

6 馮鳳煬 3A體育會 00'40.90

7 林沛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0'41.68

8 黎忻穎 沙田公眾泳池拯溺會 00'51.26

9 鄭諾誼 展毅體育會 00'59.88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2/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少年組100公尺穿蛙鞋游泳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李安傑 以諾體育會 00'56.94

2 周啟諾 匯友體育協會 01'01.69

3 梁文博 匯友體育協會 01'02.16

4 杜梓源 以諾體育會 01'02.19

5 劉知行 匯駿體育協會 01'03.44

6 何玥俙 以諾體育會 01'03.76

7 盧弘傑 以諾體育會 01'04.68

8 馮竣緯 以諾體育會 01'07.26

9 葉衍江 以諾體育會 01'07.55

10 梁駿希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09.10

11 陳柏宇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09.21

12 許丞銘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10.39

12 王光華 以諾體育會 01'10.39

14 張榮琛 以諾體育會 01'10.73

15 李韋葰 3A體育會 01'11.55

16 鄧鎮鋒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11.66

17 黃畯廷 以諾體育會 01'11.69

18 黃晉名 以諾體育會 01'13.29

19 馬彬焜 以諾體育會 01'13.36

20 楊家成 匯駿體育協會 01'14.44

21 孫晉朗 匯友體育協會 01'15.45

22 李長江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16.12

23 陳栢文 以諾體育會 01'20.57

24 曾曠俊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24.56

25 劉子樂 匯友體育協會 01'29.84

26 施乾浩 展毅體育會 01'32.95

27 黎忻諾 沙田公眾泳池拯溺會 01'33.21

28 彭俊穎 展毅體育會 01'36.64

29 雷坤禧 以諾體育會 01'38.86

30 杜嘉鋒 展毅體育會 01'45.75

31 劉羿醇 展毅體育會 01'45.77

32 鄭諾謙 展毅體育會 02'05.73

33 楊泯軒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2'14.21

~ 曹栢欽 以諾體育會 DSQ

~ 鄭鈞朗 傑青體育會 ABS

~ 徐逸麟 傑青體育會 ABS

~ 李韋葷 屯門拯溺會 ABS

~ 劉子喬 匯友體育協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3/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少年組100公尺穿蛙鞋游泳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譚海琳 3A體育會 00'59.89

2 蔡昕澄 碧濤游泳拯溺會 01'12.60

3 何紀瑩 3A體育會 01'12.80

4 張穎妍 以諾體育會 01'16.11

5 胡欣彤 以諾體育會 01'20.93

6 范芷晴 3A體育會 01'23.34

7 陳梓渝 展毅體育會 01'49.50

~ 余悅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ABS

~ 謝彥而 傑青體育會 ABS

~ 梁雅琝 傑青體育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4/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公開組100公尺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楊家豪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05.60

2 黃俊錤 匯駿體育協會 01'07.09

3 陳俊倫 以諾體育會 01'07.36

4 簡浩軒 大埔拯溺會 01'08.46

5 鍾卓軒 匯駿體育協會 01'09.18

6 蘇冠銘 匯駿體育協會 01'11.23

7 胡晁藍 匯駿體育協會 01'16.14

8 曹灝聰 翠屋拯溺會 01'16.54

9 王智軒 以諾體育會 01'17.99

10 趙康政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1'25.59

11 劉卓山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1'28.44

12 曹諾熙 騰達體育會 01'29.98

13 郭梓彥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1'29.98

14 黃偉峰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1'56.00

~ 黃建朗 大埔拯溺會 ABS

~ 郭永頌 大埔拯溺會 ABS

~ 馮樹文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ABS

~ 邱俊軒 以諾體育會 ABS

~ 曾煒鋒 以諾體育會 ABS

~ 黃家進 翠屋拯溺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5/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先進組100公尺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李聲頌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01.70

2 何俊廷 匯友體育協會 01'12.76

3 何俊琛 匯友體育協會 01'13.74

4 周竣培 匯駿體育協會 01'13.98

5 蔡惠豪 金海豚體育會 01'22.99

~ 陳樂恩 懲教署體育會 ABS

~ 周彰明 傑青體育會 ABS

~ 劉昕傑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區永森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陳正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陳鑑恒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顏振強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馮笙 傑青體育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6/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男子青年組100公尺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陳煜 大埔拯溺會 01'10.65

2 王藝霖 大埔拯溺會 01'14.06

3 馮竣煒 匯駿體育協會 01'18.68

4 陳家礎 以諾體育會 01'20.00

5 李柏賢 以諾體育會 01'24.08

6 陳嘉嶸 以諾體育會 01'25.04

7 鄭卓樂 大埔拯溺會 01'25.79

8 李恒森 大埔拯溺會 01'26.55

9 陳俊軒 大埔拯溺會 01'27.33

10 黃致軒 以諾體育會 01'29.86

11 劉駿庭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34.69

12 劉諾軒 以諾體育會 01'34.70

13 賀本懷 匯駿體育協會 01'40.12

14 鄧百豪 匯友體育協會 01'41.40

15 高綽樂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56.96

~ 梁洛熙 以諾體育會 DSQ

~ 劉駿䤭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DSQ

~ 陳浩昌 以諾體育會 DSQ

~ 李偉鉦 屯門拯溺會 DSQ

~ 楊嘉晉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馬長錦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江維晉 3A體育會 ABS

~ 戴子健 以諾體育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7/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公開組100公尺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李穎欣 大埔拯溺會 01'12.57

2 司徒詠珈 匯駿體育協會 01'13.55

~ 黎皚騫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袁欣淇 大埔拯溺會 ABS

~ 余詠雪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杜穎怡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盧可晴 以諾體育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8/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先進組100公尺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 黃學穎 匯駿體育協會 ABS

~ HERMONO PAULINA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19/20



            賽事：  2021/22拯溺(泳池)分齡賽 ~ 第一回

香港拯溺總會

比賽成績

日期：  05/09/2021

女子青年組100公尺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決賽]

名次 姓名 屬會名稱 成績

1 程靄棋 翠屋拯溺會 01'20.57

2 謝玅阡 以諾體育會 01'27.84

3 李安穎 以諾體育會 01'29.45

4 梁嘉怡 以諾體育會 01'33.71

5 高楚翹 屯門拯溺會 01'36.68

6 葉穎盈 大埔拯溺會 01'37.84

7 鄧浩炘 以諾體育會 01'38.74

8 黎韻淇 翠屋拯溺會 01'44.56

9 杜葆瑜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01'48.56

10 伍柏誼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1'59.39

11 蔡芷矜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02'09.80

12 方詩雅 匯駿體育協會 02'21.09

~ 蔡星怡 展毅體育會 DNF

~ 蔡潔瑩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曾藉誼 金海豚體育會 ABS

~ 余芷晴 以諾體育會 ABS

~ 陳沛嵐 以諾體育會 ABS

~ 羅明慧 以諾體育會 ABS

~ 李欣彤 翠屋拯溺會 ABS

註解：

ABS  - 缺席賽事

DNF  - 未能完成賽事

DSQ  - 技術違規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