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黃永樹 陸慶濤 聖安德肋 播道 梁潔華

89分 56分 33分 25分 17分 (1金)

黃永樹 將天 陸慶濤 王余家潔 真道

57分 56分 34分 30分 28分

黃永樹 聖安德肋 陸慶濤 信義 梁潔華

49分 25分 22分 19分 18分(2金)

優才 黃永樹 宣基 基德 循道衛理

60分 41分 32分 28分 27分

黃永樹 優才 信義 王余家潔 將天

73分 64分 38分 28分 (1銀) 28分 (1銅)

黃永樹 真道 將天 宣基 陸慶濤

51分 23分 22分 20分 19分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2012 - 2013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團體成績】

日期：31 / 5 / 2013 (五)　　　　地點：將軍澳游泳池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50米自由泳 伍謦賢 吳嘉軒 李朗 王子劻 劉澤銘 李沛銓 林均熹 楊棨然

陸慶濤 黃永樹 黃永樹 黃藻森 田家炳 循道衛理 優才 陸慶濤

28.01 28.42 31.15 31.87 32.54 33.49 33.54 34.66 35.35

100米自由泳 吳嘉軒 王子劻 馮晉麒 溫智浩 張嘉晉 劉澤銘 楊棨然 陳偉謙

黃永樹 黃藻森 聖安德肋 循道衛理 播道 田家炳 陸慶濤 將天

1:01.65 1:08.86 1:12.97 1:13.33 1:13.79 1:15.05 1:17.89 1:18.87 1:22.48 

50米蛙泳 郭衍陽 關誠熙 陳泳熹 李沛銓 吳卓桁 馮浩峰 馬國軍 麥皓雲

黃永樹 黃永樹 信義 循道衛理 聖安德肋 陸慶濤 王余家潔 信義

35.34 43.41 44.59 44.95 46.31 48.03 48.40 48.72 50.67

100米蛙泳 陳悅 陳泳熹 關誠熙 劉浚鏗 吳卓桁 馬國軍 劉康逸 姚朗恩

梁潔華 信義 黃永樹 陸慶濤 聖安德肋 王余家潔 優才 真道

1:19.24 1:33.26 1:36.77 1:43.68 1:44.85 1:44.98 1:51.92 1:52.96 1:55.44 

50米蝶泳 伍謦賢 李朗 劉鏘鐮 陳柏熙 盧逸朗 張桂杰 陳悅 馮晉麒

陸慶濤 黃永樹 黃永樹 播道 陸慶濤 聖安德肋 梁潔華 聖安德肋

32.21 *:32.10 36.65 37.08 37.50 37.90 39.63 40.13 40.15

50米背泳 劉鏘鐮 盧逸朗 陳柏熙 郭衍陽 溫智浩 張桂杰 劉浚鏗 林焯軒

黃永樹 陸慶濤 播道 黃永樹 循道衛理 聖安德肋 陸慶濤 馮晴

32.36 37.72 38.89 40.30 40.79 41.91 42.36 43.39 43.73

4 x 50米自由接力 黃永樹 陸慶濤 聖安德肋 播道 王余家潔 梁潔華 優才 將天

1:59.82 2:09.37 2:10.78 2:20.37 2:36.01 2:39.97 2:40.25 2:40.30 2:44.4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男子甲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50米自由泳 梁鈞皓 譚振易 梁穎謙 陳柏羲 鍾宇傑 曾家亮 張超 梁展樂

王余家潔 播道 黃永樹 優才 將天 宣基 黃永樹 循道衛理

29.19 29.99 31.57 34.07 34.65 36.29 36.80 36.81 38.09

100米自由泳 梁鈞皓 梁穎謙 陳淮浚 曾梓賢 莊善衡 劉建安 余展行 李卓熹

王余家潔 黃永樹 循道衛理 將天 播道 馮晴 陸慶濤 真道

1:05.70 *1:04.78 1:13.44 1:19.22 1:22.51 1:24.65 1:29.51 1:30.18 1:39.34 

50米蛙泳 林量 何卓恒 譚振易 白昀瀚 鍾宇傑 陳梓聰 鄧朗希 楊捷然

真道 陸慶濤 播道 優才 將天 將天 播道 馮晴

38.33 41.15 41.89 42.20 43.50 44.23 45.13 45.85 47.39

100米蛙泳 何卓恒 林量 朱信維 楊捷然 陳梓聰 李晉禧 陳碩文 林卓麟

陸慶濤 真道 黃永樹 馮晴 將天 宣基 信義 王余家潔

1:26.79 1:31.37 1:32.63 1:37.77 1:44.99 1:45.60 1:52.70 1:58.34 2:02.49 

50米蝶泳 陳冠毅 白昀瀚 朱信維 黃澤豐 鄭文睿 譚治堃 李朗鋒 林卓麟

將天 優才 黃永樹 黃永樹 陸慶濤 信義 真道 王余家潔

34.37 38.00 38.51 42.87 46.01 48.52 51.35 53.63 56.61

50米背泳 陳冠毅 梁俊希 陳淮浚 曾家亮 曾梓賢 陳柏羲 莊善衡 彭敬喬

將天 黃永樹 循道衛理 宣基 將天 優才 播道 真道

34.62 39.53 42.56 43.02 43.18 43.46 45.02 47.38 50.00

4 x 50米自由接力 黃永樹 將天 陸慶濤 王余家潔 真道 馮晴 優才 宣基

2:09.15 2:22.81 2:26.98 2:29.01 2:39.94 2:40.73 2:42.53 2:47.39 2:50.6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男子乙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50米自由泳 林卓鋒 李祐維 黃塱鎏 李得樂 李俊侖 林志賢 區俊軒 高駿軒

梁潔華 黃永樹 信義 黃永樹 播道 真道 播道 陸慶濤

30.90 34.83 35.07 36.41 36.64 37.23 37.25 37.77 38.53

50米蛙泳 黃諾勤 高駿軒 黃頌軒 朱立恆 陳嘉佑 何子洋 黃塱桁

聖安德肋 陸慶濤 黃永樹 宣基 黃永樹 真道 信義

42.32 48.03 48.70 48.75 48.89 49.64 50.77 55.70

50米背泳 林卓鋒 李晉軒 李祐維 黃塱鎏 李俊侖 陳嘉佑 歐陽孝軒 黃諾勤

梁潔華 聖安德肋 黃永樹 信義 播道 黃永樹 真道 聖安德肋

39.37 41.13 41.57 42.97 45.99 47.46 47.70 50.34 51.49

4 x 50米自由接力 黃永樹 陸慶濤 優才 真道 聖安德肋 信義 宣基 將天

2:24.21 2:26.83 2:50.76 2:55.10 2:56.99 3:05.56 3:14.48 3:17.18 3:38.14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男子丙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50米自由泳 陳心怡 余祉澄 陳芷穎 羅芷澄 孫婉瑩 梁雅靜 潘姻璇 梁琬菁

優才 陸慶濤 信義 真道 黃永樹 基德 循道衛理 信義

30.47 32.60 33.92 34.26 35.17 35.47 36.18 39.93 42.60

100米自由泳 鄭嘉穎 余祉澄 李匡琪 沈天敏 李卓恩 馬莛殷 葉芷蓉 陳韻晴

王余家潔 陸慶濤 循道衛理 宣基 馮晴 播道 優才 真道

1:06.47 1:11.22 1:13.02 1:15.92 1:19.08 1:22.49 1:44.21 1:52.97 2:16.79

50米蛙泳 陳君彥 沈天敏 蔡嘉霖 鍾嘉琳 方梓瀠 楊加詠 黃靖喬 周綽妍

基德 宣基 優才 優才 黃永樹 播道 宣基 景天

37.50 42.11 42.25 42.45 42.70 43.16 44.88 45.06 45.79

100米蛙泳 陳君彥 蔡嘉霖 周綽妍 黃靖喬 方梓瀠 劉穎芝 馬莛殷 黃思澄

基德 優才 景天 宣基 黃永樹 將天 播道 陸慶濤

1:23.13 1:32.92 1:33.11 1:35.93 1:37.48 1:42.20 1:46.52 1:57.28 1:58.59 

50米蝶泳 陳心怡 李匡琪 孫婉瑩 楊甯喬 鍾嘉琳 梁雅靜 鄧蔚盈 魯靖允

優才 循道衛理 黃永樹 播道 優才 基德 黃永樹 宣基

33.62 *33.13 38.56 39.64 40.28 41.25 42.00 48.12 50.24

50米背泳 鄭嘉穎 羅芷澄 李卓恩 陳芷穎 鄭梓諾 鄧蔚盈 曾煒晴

王余家潔 真道 馮晴 信義 黃永樹 黃永樹 循道衛理 ----

33.88 39.49 42.27 43.46 43.75 45.96 48.48 49.66

4 x 50米自由接力 優才 黃永樹 宣基 循道衛理 陸慶濤 播道 基德 王余家潔

2:13.80 2:31.69 2:33.85 2:36.48 2:39.53 2:40.98 2:42.14 2:51.97 3:14.7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女子甲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50米自由泳 梁煦曈 黎凱婷 林慧嵐 盧姵樺 趙葦臻 黃詩珮 湯尉靈 黃一諾

優才 真道 黃永樹 黃永樹 將天 王余家潔 真道 優才

31.94 32.69 34.62 36.75 36.82 37.07 39.66 39.75 41.42

100米自由泳 何卓橋 李子盈 梁嘉珮 趙葦臻 吳漪穎 黃詩珮 關悅柔 徐佩文

信義 黃永樹 優才 將天 基德 王余家潔 真道 循道衛理

1:10.94 1:15.27 1:17.69 1:22.87 1:24.61 1:26.85 1:31.2 1:33.01 1:33.13 

50米蛙泳 梁芷瑩 陸妍冰 黎思樺 許詩悠 王穎儀 林慧嵐 黃一諾 湯尉靈

黃永樹 王余家潔 信義 優才 將天 黃永樹 優才 真道

40.09 44.12 44.66 46.22 46.33 48.40 49.68 49.88 51.12

100米蛙泳 梁芷瑩 鄧逸宜 黎思樺 陸妍冰 許詩悠 王穎儀 葉梓澄 周鎧汶

黃永樹 聖安德肋 信義 王余家潔 優才 將天 陸慶濤 真道

1:27.22 1:36.58 1:37.94 1:39.99 1:40.11 1:44.34 1:46.74 1:59.63 2:27.77 

50米蝶泳 梁煦曈 吳漪穎 盧姵樺 翁樂兒 徐佩文 葉芷瑩 莫茵暉 黃雪明

優才 基德 黃永樹 黃永樹 循道衛理 優才 陸慶濤 陸慶濤

35.13 36.31 42.76 42.96 43.07 46.57 1:01.28 1:03.56 01:03.8

50米背泳 何卓橋 梁嘉珮 黎凱婷 李子盈 翁樂兒 關悅柔 梁學堯 歐陽子晴

信義 優才 真道 黃永樹 黃永樹 真道 陸慶濤 梁潔華

36.90 37.49 39.48 41.49 41.52 45.98 52.24 55.51 55.94

4 x 50米自由接力 優才 黃永樹 將天 王余家潔 信義 陸慶濤 宣基

2:21.52 2:26.61 2:27.14 2:56.61 2:58.73 3:02.26 3:08.96 3:10.9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女子乙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50米自由泳 邱澤筠 沈紫敏 林樂瑤 林荌瀅 吳紫敏 馮翊琳 容天欣 張芷欣

黃永樹 宣基 播道 黃永樹 馮晴 將天 真道 信義

33.47 37.32 37.51 37.62 38.57 38.90 39.11 40.80 40.91

50米蛙泳 陸映彤 馮翊琳 王詩琳 沈紫敏 蔡樂兒 林樂瑤 龔瑋祺 陳心善

王余家潔 將天 黃永樹 宣基 真道 播道 真道 陸慶濤

42.43 47.13 47.85 49.49 49.92 50.20 50.81 51.91 52.32

50米背泳 劉恩彤 邱澤筠 關敏彤 容天欣 李彩樺 張雯曦 陳思穎 梁家澄

播道 黃永樹 黃永樹 真道 王余家潔 陸慶濤 梁潔華 陸慶濤

40.29 44.88 45.80 46.92 47.41 47.62 51.51 51.81 52.08

4 x 50米自由接力 黃永樹 陸慶濤 將天 真道 宣基 優才 王余家潔 信義

2:28.39 2:38.78 2:53.60 2:56.73 2:57.50 3:12.62 3:16.13 3:24.53 3:29.36

*破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女子丙組個人成績】

2012 - 2013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