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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跑比賽 –  成績紀錄表 
 

甲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長跑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186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7 
亞軍 O001816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5 

季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3 
O001883 香港賽馬會 3 

 
甲組男子公開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186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朱偉添 0:25:28 
亞軍 O00186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林志勇 0:25:57 
季軍 O00186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鍾慶祺 0:26:43 
殿軍 O001782 港鐵公司 羅俊健 0:27:25 

 
甲組男子先進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1836 屈臣氏集團 鄭騫 0:26:11 
亞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胡其佳 0:26:29 
季軍 O00186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陳銘宏 0:26:42 
殿軍 O001864 南華早報印刷有限公司 陳華貴 0:26:58 

 
甲組女子公開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1883 香港賽馬會 陳惠芳 0:31:50 
亞軍 O001816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馮笑英 0:32:22 
季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馮雅穎 0:33:52 
殿軍 O002008 栢誠(亞洲)有限公司 林嘉欣 0: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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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男子公開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6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朱偉添, 林志勇, 鍾慶祺,  

陳子龍, 張慶枝 

亞軍 O001794 奧雅納工程顧問 
陳偉民, YING POR YUE,  CURRY ALASTAR EVAN,  JAMES CHRISTOPHER PITCHFORTH, LAI HEI MING HERMAN 

季軍 O001782 港鐵公司 羅俊健, 徐史鑑, 陸智恒,  
林永達, 區澤霖 

殿軍 O001914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張祺豐, 鄭家偉, 梁國希,  
周堅雄, 胡逹文 

 
 
甲組男子先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6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陳銘宏, 梁耀漢, 蕭忠發,  

余建文, 黃里強 
亞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胡其佳, 林熾參, 梁彥秋,  

呂添, 郭樹榮 
季軍 O001883 香港賽馬會 李飛能, 許先裕, 郭承業,  

藍建基, 游建創 
殿軍 O001782 港鐵公司 陳桂明, 黃信龍, 沈浪平,  

李國倫, 周立中 
 
 
甲組女子公開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16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馮笑英, 黃淑芳, 鄧靜文,  

陳淑芝, 譚詠詩 

亞軍 O001822 香港科技大學 
AU CHUI FUNG JACKIE,  
LIU SIN LING QUEENIE,  

AU YIM LEE,  
KWOK YIN CHING,  
YUNG YUK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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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長跑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7 

亞軍 O001939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5 

季軍 O001930 澧信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3 

殿軍 O001894 嘉靈康樂及體育組 1 
 
 
乙組男子公開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雷文業 0:29:31 
亞軍 O001930 澧信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李文軒 0:30:48 
季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彭家達 0:31:10 
殿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潘偉成 0:31:18 

 
 
乙組男子先進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1939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彭偉成 0:26:45 
亞軍 O001930 澧信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梁文偉 0:28:08 
季軍 O001838 集漢車行有限公司 詹興幃 0:28:36 
殿軍 O001876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張伯海 0:31:06 

 
 
乙組女子公開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1939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霍玉卿 0:36:53 
亞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徐瑩秋 0:37:06 
季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叶麗花 0:40:35 
殿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何雅美 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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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男子公開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雷文業, 彭家達, 潘偉成,  

關偉光, 邱發仁 
亞軍 O001971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李仁震, 溫啟康, 呂祖維,  

張逸恆, 馮家文 
 
 
乙組男子先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94 嘉靈康樂及體育組 羅文嘉, 鍾傑明, 官偉明,  

李耀宗, 盧偉超 
亞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蘇安猛, 邱耀雄, 李卓恩,  

梁君傑, 謝志浩 
季軍 O001939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彭偉成, 黎從柏, 蘇國森,  

彭永強, 曹德堅 
殿軍 O001876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張伯海, 關建恭, 范志強,  

楊志強, 朱步陞 
 
 
乙組女子公開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09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徐瑩秋, 叶麗花, 何雅美,  簡婷芝, 李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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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長跑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7 
亞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5 
季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3 
殿軍 O001893 水務署 1 

 
 
丙組男子公開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1893 水務署 黃宏強 0:24:28 

亞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陳國璋 0:24:41 

季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仲偉 0:25:16 

殿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黃瑞杰 0:26:13 
 
 
丙組男子先進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1893 水務署 吳恩賜 0:25:26 

亞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樊頌文 0:26:23 

季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黎健邦 0:26:38 

殿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李錦強 0:26:53 
 
 
丙組女子公開組個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時間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曾耀瑩 0:28:58 

亞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麥素寧 0:30:35 

季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佩玲 0:31:14 

殿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劉嘉敏 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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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男子公開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陳國璋, 陳梓良, 湯浩基,  

余維健, 黃嘉豪 
亞軍 O001880 香港海關 沈樑威, 黃梓傑, 沈敬賢,  

陳桂和, 陸家祺 
季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仲偉, 鄭劍輝, 林良藝,  

馬葦淙, 陳俊延 
殿軍 O001898 環境保護署 趙立榮, 何寶文, 關耀強,  

吳浩維, 陳大輝 
 
 
丙組男子先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樊頌文, 英子堅, 曹兆恒,  

方維成, 朱佑文 
亞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黎健邦, 李錦強, 李業豪,  

杜志成, 張初明 
季軍 O001880 香港海關 趙國富, 陳國興, 賴偉鳴,  

尹顯邦, 林日昇 
殿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楊志明, 陳國祥, 徐寶煥,  

余偉基, 彭錫剛 
 
 
丙組女子公開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曾耀瑩, 劉嘉敏, 談錦明,  

高惠雯, 王詠芝 
亞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麥素寧, 張佩玲, 吳幼蘭,  

李靄婷, 梁玉蓮 
季軍 O001880 香港海關 楊梓君, 梁穎思, 林妙珠,  

莫與嘉, 倪百禧 
殿軍 O001916 地政總署 吳浚蔚, 陳鍾麗, 梁鳳美,  

劉璧章, 莫嘉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