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內賽艇比賽–成績紀錄表 

 

甲組項目得分 

名次 機構名稱 大會編號 工商機構運動會 
室內賽艇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滙豐體育會 O001511 7 

亞軍 醫院管理局 O001602 5 

季軍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O001711 3 

殿軍 港鐵公司 O001518 1 

 

個人賽 

甲組男子個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蕭文輝 3:19.1 

亞軍 滙豐體育會 
MALCOLM DAVID 

PERRY 3:22.4 

季軍 醫院管理局 盧兆安 3:26.8 

殿軍 滙豐體育會 
JOHNSON MICHAEL 

ANTHONY 
3:27.5 

 
 
甲組女子個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港鐵公司 陳小蘭 4:17.9 

亞軍 滙豐體育會 柳靜雯 4:21.1 

季軍 港鐵公司 楊旭霞 4:26.4 

殿軍 醫院管理局 趙楚珊 4:32.4 

 
 
 
 



甲組男子個人 2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滙豐體育會 
MALCOLM DAVID 

PERRY 
7:07.7 

亞軍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張曉亨 7:10.1 

季軍 醫院管理局 馬浩雲 7:10.8 

殿軍 滙豐體育會 

JOHNSON 

MICHAEL 

ANTHONY 

7:16.7 

 
甲組女子個人 2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醫院管理局 陳宇欣 8:35.4 

亞軍 港鐵公司 盧美恩 9:06.7 

季軍 滙豐體育會 柳靜雯 9:17.4 

殿軍 醫院管理局 杜楚君 9:19.8 

 

隊際賽 

甲組男子雙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港鐵公司(A) 吳季賢, 張正偉 3:29.9 

亞軍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蕭文輝, 王元凱 3:34.0 

季軍 滙豐體育會(B) 葉文滔, 田迪尊 3:39.3 

殿軍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B) 許金漢, 張祺豐 3:53.5 

 
甲組女子雙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醫院管理局(A) 江淑珍, 梁宝瑩 4:26.5 

亞軍 滙豐體育會 周嘉敏, 黃楚欣 4:29.0 

季軍 醫院管理局(B) 李珈瑋, 吳慧欣 5:14.3 

殿軍 -- -- -- 

 
 



 
甲組男子 4 x 500 米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時間 

冠軍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6:15.6 

亞軍 滙豐體育會(B) 6:25.4 

季軍 醫院管理局(A) 6:37.3 

殿軍 港鐵公司 6:39.0 

 
 
 
甲組女子 4 x 500 米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時間 

冠軍 滙豐體育會 7:53.6 

亞軍 港鐵公司 8:10.2 

季軍 醫院管理局 8:24.9 

殿軍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8:34.1 

 
甲組 30 分鐘長途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划程 (米) 

冠軍 醫院管理局 8249 

亞軍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8232 

季軍 滙豐體育會(B) 8151 

殿軍 港鐵公司 7707 

 
 
 
 
 
 
 
 
 
 
 
 



 

 
室內賽艇比賽–成績紀錄表 

 

乙組項目得分 

名次 機構名稱 大會編號 工商機構運動會 
室內賽艇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利比有限公司 O001689 7 

亞軍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O001576 5 

季軍 BRAINLAB LIMITED O001768 3 

殿軍 DR. TSUI KA FAI"S CLINIC O001517 1 

 

個人賽 

乙組男子個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BRAINLAB LIMITED 林嘉輝 3:30.7 

亞軍 DR. TSUI KA FAI"S CLINIC 徐家輝 3:40.8 

季軍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朱步陞 4:02.7 

殿軍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邵盛興 4:38.0 

 
 
乙組女子個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利比有限公司 關秀櫻 5:40.2 

亞軍 -- -- -- 

季軍 -- -- -- 

殿軍 -- -- -- 

 
 
 



 
乙組男子個人 2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BRAINLAB LIMITED 林嘉輝 7:33.9 

亞軍 DR. TSUI KA FAI"S CLINIC 徐家輝 8:21.2 

季軍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朱步陞 8:42.7 

殿軍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關建恭 9:19.0 

 
乙組女子個人 2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 -- -- 

亞軍 -- -- -- 

季軍 -- -- -- 

殿軍 -- -- -- 

 

隊際賽 

乙組男子雙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利比有限公司 鍾志傑, 陳鎮烽 4:10.4 

亞軍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B) 朱步陞, 張伯海 4:15.0 

季軍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A) 關建恭, 邵盛興 4:42.1 

殿軍 -- -- -- 

 
乙組女子雙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 -- -- 

亞軍 -- -- -- 

季軍 -- -- -- 

殿軍 -- -- -- 

 
 



 
乙組男子 4 x 500 米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時間 

冠軍 利比有限公司 7:38.6 

亞軍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04.1 

季軍 -- -- 

殿軍 -- -- 

 
乙組女子 4 x 500 米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時間 

冠軍 -- -- 

亞軍 -- -- 

季軍 -- -- 

殿軍 -- -- 

 
乙組 30 分鐘長途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划程 (米) 

冠軍 利比有限公司 6758 

亞軍 -- -- 

季軍 -- -- 

殿軍 -- -- 

 
 
 
 
 
 
 
 
 
 
 
 
 
 



 

 
室內賽艇比賽–成績紀錄表 

 

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 機構名稱 大會編號 工商機構運動會 
室內賽艇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香港警務處 O001636 7 

亞軍 消防處 O001615 5 

季軍 懲教署 O001724 3 

殿軍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O001560 1 

 

個人賽 

丙組男子個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消防處 李文強 3:16.8 

亞軍 消防處 溫國樑 3:18.7 

季軍 香港警務處 陳嘉文 3:19.7 

殿軍 消防處 陳長雄 3:21.9 

 
 
丙組女子個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香港警務處 鐘洛汶 3:35.4 

亞軍 香港警務處 楊豔 3:57.5 

季軍 懲教署 楊惠婉 4:04.9 

殿軍 香港警務處 曾耀瑩 4:14.0 

 
 
 



 
丙組男子個人 2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消防處 蔡國棟 6:53.0 

亞軍 香港警務處 陳泰儀 6:57.7 

季軍 香港警務處 陳寶成 7:01.3 

殿軍 香港警務處 李治霆 7:26.3 

 
丙組女子個人 2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香港警務處 陳慧文 8:03.2 

亞軍 香港警務處 張瓊方 8:10.4 

季軍 懲教署 鄧曉楓 8:54.3 

殿軍 香港警務處 黃嘉璇 8:56.6 

 

隊際賽 

丙組男子雙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香港警務處(A) 何銘祥, 唐梓健 3:21.5 

亞軍 消防處 何福誠, 何卓倫 3:28.0 

季軍 懲教署(A) 陳展, 翁進華 3:28.9 

殿軍 香港警務處(B) 張偉峰, 何子昇 3:41.4 

 
丙組女子雙人 1000 米 

名次 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香港警務處(A) 陳慧文, 文霙 3:56.5 

亞軍 香港警務處(B) 伍愛萍, 王維嘉 4:19.9 

季軍 勞工處員工福利委員會 鄭婉琪, 劉詩慧 4:51.0 

殿軍 -- -- -- 

 
 



 
丙組男子 4 x 500 米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時間 

冠軍 消防處(A) 5:55.8 

亞軍 香港警務處(A) 6:00.0 

季軍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6:03.8 

殿軍 消防處(B) 6:11.1 

 
丙組女子 4 x 500 米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時間 

冠軍 香港警務處(A) 7:21.9 

亞軍 懲教署(A) 7:52.5 

季軍 香港警務處(B) 7:53.7 

殿軍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7:54.7 

 
丙組 30 分鐘長途接力賽 

名次 機構名稱 划程 (米) 

冠軍 香港警務處(A) 8673 

亞軍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8476 

季軍 香港警務處(B) 8346 

殿軍 消防處 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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