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游 20 游泳大賽－成績公佈 

Results of Scout Swimming Competition 
 

 上述賽事已於 2017 年 10 月 5 日假喇沙書院舉行，各個人及團體獎項成績公佈如下： 

 

青少年活動署二十周年金盃賽—地域邀請賽 

 

冠軍：九龍地域 

亞軍：港島地域 

季軍：新界地域 

 

 

青少年活動署二十周年銀碟賽—區際邀請賽 

 

冠軍：將軍澳區 

亞軍：九龍城區 

季軍：深水埗東區 

 

團體獎項 

 

最佳成績獎（個人獎項）：九龍第 61 旅 

最佳成績獎（總成績）：東九龍第 1178 旅 

最積極參與獎：九龍第 75 旅 

 

隊際接力賽 

 

4 人× 50 米自由泳 

冠軍：青衣第 20 旅 

亞軍：九龍第 161 旅 

季軍：港島第 99 旅 

 

4 人× 50 米蛙泳 

冠軍：九龍第 1370 旅 

亞軍：九龍第 161 旅 

季軍：東九龍第 195 旅 

 

2 人× 50 米自由泳 

冠軍：東九龍第 1178 旅 

亞軍：東九龍第 165 旅 

季軍：新界東第 1644 旅 

2 人× 50 米蛙泳 

冠軍：東九龍第 1178 旅 

亞軍：新界東第 1644 旅 

季軍：東九龍第 165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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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 

 

幼童軍男子組 

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黃朗雲（九龍第 17 旅） 

亞軍：張凱量（北葵涌第 3 旅） 

季軍：黃朗灝（九龍第 17 旅） 

殿軍：吳津瑀（港島第 7 旅） 

 

50 米蛙泳 

冠軍：黃朗灝（九龍第 17 旅） 

亞軍：梁天佑（大埔北第 18 旅） 

季軍：顏子賢（九龍第 1335 旅） 

殿軍：馬綽禧（東九龍第 195 旅） 

 

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曾曉朗（東九龍第 1 旅） 

亞軍：羅樂熙（港島第 10 旅） 

季軍：曾嘉濼（璧峰第 6 旅） 

殿軍：程溢康（港島第 99 旅） 

 

50 米蛙泳 

冠軍：曾曉朗（東九龍第 1 旅） 

亞軍：程溢康（港島第 99 旅） 

季軍：甘沛然（九龍第 1201 旅） 

殿軍：羅樂熙（港島第 10 旅） 

 

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莫朗森（九龍第 75 旅） 

亞軍：吳奕晗（雙魚第 4 旅） 

   林梓朗（港島第 99 旅） 

殿軍：李松熹（九龍第 75 旅） 

 

50 米蛙泳 

冠軍：林梓朗（港島第 99 旅） 

亞軍：莫朗森（九龍第 75 旅） 

季軍：吳奕晗（雙魚第 4 旅） 

殿軍：陳煒曜（新界第 1773 旅） 

 

丁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林柏言（九龍第 61 旅） 

亞軍：許鈱匯（九龍第 75 旅） 

季軍：羅康殷（港島第 186 旅） 

殿軍：陳啟匡（東九龍第 1178 旅） 

 

50 米蛙泳 

冠軍：林柏言（九龍第 61 旅） 

亞軍：歐陽朗（九龍第 75 旅） 

季軍：丁裕溍（新界第 1773 旅） 

殿軍：區晉僖（九龍第 75 旅） 

 
 

童軍男子組 

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陳柏羲（東九龍第 1178 旅） 

亞軍：何慶麟（青衣第 12 旅） 

季軍：劉鴻銘（九龍第 61 旅） 

 

50 米蛙泳 

冠軍：陳柏羲（東九龍第 1178 旅） 

 

100 米自由泳 

冠軍：陳柏羲（東九龍第 1178 旅） 

亞軍：何慶麟（青衣第 12 旅） 

 

 

 

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莊弘匡（港島第 99 旅） 

亞軍：阮學廉（東九龍第 117 旅） 

季軍：曾梓祐（東九龍第 195 旅） 

 

50 米蛙泳 

冠軍：王騫佑（東九龍第 1178 旅） 

亞軍：鄧浩賢（九龍第 17 旅） 

季軍：林寶堅（港島第 16 旅） 

 

50 米蝶泳 

冠軍：莊弘匡（港島第 99 旅） 

 

100 米自由泳 

冠軍：曾梓祐（東九龍第 195 旅） 

亞軍：陳頌軒（九龍第 21 旅） 

季軍：楊天恒（璧峰第 6 旅） 

 

100 米蛙泳 

冠軍：王騫佑（東九龍第 1178 旅） 

亞軍：任家俊（屯門東第 21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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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男子組 深資童軍男子組 

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鄭淦丰（九龍第 10 旅） 

亞軍：呂卓謙（青衣第 20 旅） 

季軍：何家賢（新界東第 9 海童軍旅） 

 

50 米蛙泳 

冠軍：鄭淦丰（九龍第 10 旅） 

亞軍：楊焯稀（九龍第 1370 旅） 

季軍：曾昭裕（東九龍第 1 旅） 

 

100 米自由泳 

冠軍：呂卓謙（青衣第 20 旅） 

亞軍：黄丞謙（十八鄉第 2 旅） 

季軍：任家偉（屯門東第 21 旅） 

 

100 米蛙泳 

冠軍：楊焯稀（九龍第 1370 旅） 

亞軍：曾昭裕（東九龍第 1 旅） 

季軍：何晉賢（九龍第 61 旅） 

 

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李耀尊（青衣第 12 旅） 

 

50 米蛙泳 

冠軍：呂筱軒（九龍第 53 旅） 

 

 

 

深資童軍男子組 樂行童軍男子組 

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張庭瑋（港島第 16 旅） 

亞軍：梁駿僖（青衣第 20 旅） 

季軍：歐陽子軒（東九龍第 63 旅） 

 

50 米蛙泳 

冠軍：歐陽子軒（東九龍第 63 旅） 

亞軍：杜俊熹（九龍第 29 旅） 

季軍：歐燁楓（青衣第 20 旅） 

 

50 米蝶泳 

冠軍：王譽霑（青衣第 20 旅） 

亞軍：盧浩進（九龍第 161 旅） 

 

100 米自由泳 

冠軍：王譽霑（青衣第 20 旅） 

亞軍：林俊賢（九龍第 29 旅） 

季軍：黃焯琪（九龍第 21 旅） 

 

100 米蛙泳 

冠軍：梁駿僖（青衣第 20 旅） 

亞軍：歐陽子軒（東九龍第 63 旅） 

季軍：杜俊熹（九龍第 29 旅） 

 

 50 米自由泳 

冠軍：蘇駿霆（新界東第 1696 旅） 

亞軍：戴子琪（九龍第 161 旅） 

 

50 米蛙泳 

冠軍：戴子琪（九龍第 161 旅） 

亞軍：丘紹復（東九龍第 195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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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公開組 男子先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江嘉偉（九龍第 61 旅） 

亞軍：黃健邦（港島第 99 旅） 

季軍：余洛鈞（港島第 16 旅） 

 

50 米蛙泳 

冠軍：鍾梓健（東九龍第 195 旅） 

亞軍：鄺嘉俊（港島第 16 旅） 

季軍：黃健邦（港島第 99 旅） 

 

50 米蝶泳 

冠軍：施博儒（港島第 125 旅） 

 

100 米自由泳 

冠軍：余洛鈞（港島第 16 旅） 

亞軍：施博儒（港島第 125 旅） 

 

100 米蛙泳 

冠軍：鍾梓健（東九龍第 195 旅） 

亞軍：鄺嘉俊（港島第 16 旅） 

季軍：梁嘉晉（港島第 125 旅） 

 

 50 米自由泳 

冠軍：黃家豪（北葵涌第 6 旅） 

亞軍：蔣國俊（九龍第 17 旅） 

季軍：區伯康（九龍第 75 旅） 

 

50 米蛙泳 

冠軍：黃家豪（北葵涌第 6 旅） 

亞軍：潘朋智（港島第 10 旅） 

季軍：楊肇得（九龍第 75 旅） 

 

100 米蛙泳 

冠軍：黃家豪（北葵涌第 6 旅） 

亞軍：潘朋智（港島第 10 旅） 

季軍：楊肇得（九龍第 75 旅） 

 

 

幼童軍女子組 

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林家賢（港島第 125 旅） 

亞軍：劉詠珊（九龍第 1335 旅） 

季軍：黃靖琪（九龍第 1 海童軍旅） 

 

50 米蛙泳 

冠軍：林家賢（港島第 125 旅） 

亞軍：黃芊凡（九龍第 1 海童軍旅） 

季軍：黃靖琪（九龍第 1 海童軍旅） 

殿軍：劉詠珊（九龍第 1335 旅） 

   楊逸心（新界第 1773 旅） 

 

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王騫怡（東九龍第 1178 旅） 

亞軍：黃綽藍（九龍第 1201 旅） 

季軍：簡柔嘉（九龍第 61 旅） 

殿軍：梁子欣（九龍第 1 海童軍旅） 

 

50 米蛙泳 

冠軍：王騫怡（東九龍第 1178 旅） 

亞軍：尹婷萱（北葵涌第 3 旅） 

季軍：簡柔嘉（九龍第 61 旅） 

殿軍：文麗雅（東九龍第 165 旅） 

 

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司徒安晴（九龍第 61 旅） 

亞軍：文麗淇（東九龍第 165 旅） 

季軍：羅婧殷（港島第 186 旅） 

殿軍：顏心妍（九龍第 1335 旅） 

 

50 米蛙泳 

冠軍：司徒安晴（九龍第 61 旅） 

亞軍：文麗淇（東九龍第 165 旅） 

季軍：羅婧殷（港島第 186 旅） 

殿軍：葉柏瑜（九龍第 1201 旅） 

 

丁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趙芯言（九龍第 61 旅） 

亞軍：施詠恩（九龍第 1201 旅） 

季軍：程凱嵐（九龍第 21 旅） 

殿軍：伍泳珊（東九龍第 195 旅） 

 

50 米蛙泳 

冠軍：趙芯言（九龍第 61 旅） 

亞軍：程凱嵐（九龍第 21 旅） 

季軍：何希晴（九龍第 1201 旅） 

殿軍：潘玟叡（九龍第 1201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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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女子組 

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譚允晴（港島第 118 旅） 

 

50 米蛙泳 

冠軍：黃濬婷（九龍第 1370 旅） 

 

 

 

乙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黃芷韻（璧峰第 6 旅） 

亞軍：周芷瑤（新界東第 1644 旅） 

 

100 米蛙泳 

冠軍：官穎瑜（新界東第 1644 旅） 

亞軍：黃芷韻（璧峰第 6 旅） 

 

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周芷瑤（新界東第 1644 旅） 

亞軍：麥嘉瑤（沙田西第 20 旅） 

季軍：張婧恩（南葵涌第 2 旅） 

 

50 米蛙泳 

冠軍：官穎瑜（新界東第 1644 旅） 

亞軍：張婧恩（南葵涌第 2 旅） 

季軍：方沛云（璧峰第 6 旅） 

 

50 米蝶泳 

冠軍：楊焯喬（九龍第 1370 旅） 

亞軍：麥嘉瑤（沙田西第 20 旅） 

 

 

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莊韻諺（十八鄉第 2 旅） 

亞軍：丁裕僖（新界第 1773 旅） 

季軍：林若希（東九龍第 20 旅） 

 

50 米蛙泳 

冠軍：莊韻諺（十八鄉第 2 旅） 

亞軍：丁裕僖（新界第 1773 旅） 

季軍：衛睿琳（新界第 1773 旅） 

 

 

女子公開組 

 50 米蛙泳 

冠軍：賴潔心（十八鄉第 21 旅） 

 

  

 
                                                       青少年活動總監 
 
                               （陳錦榮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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