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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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7 

亞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5 

季軍 O002228 香港賽馬會 3 

殿軍 
O002220 星展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1 

O002243 渣打銀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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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20 星展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陳國恒 00:24:11 

亞軍 O002259 宏利 夏銘賢 00:25:19 

季軍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朱偉添 00:25:52 

殿軍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姚振強 00: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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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陳山正 00:26:12 

亞軍 O002235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廖嘉明 00:26:50 

季軍 O002158 怡和體育會 李志強 00:27:18 

殿軍 O002138 港鐵公司 伍偉志 00: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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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28 香港賽馬會 陳惠芳 00:31:09 

亞軍 O002263 威寧謝香港有限公司 吳敏慧 00:32:05 

季軍 O002228 香港賽馬會 JUSTINE 
CLAIRE CLARK 00:32:10 

殿軍 O002105 滙豐體育會 馬凱儀 00:32:4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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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朱偉添, 姚振強, 余志豪,  

彭成龍, 張慶枝 

亞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連智聰, 麥煜豪, 唐力臨,  

李偉成, 李俊賢 

季軍 O002233 康宏金融集團 
張褀豐, 蔡鎮海, 吳駿麒,  

鄭家偉, 潘偉聰 

殿軍 O002138 港鐵公司 
張偉豪, 黃浩樑, 戴耀豪,  

鐃偉龍, 李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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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梁耀漢, 黎錦歡, 陳銘宏, 

黃紹欽,  

亞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陳山正, 黃穎德, 陳英豪,  

陳褔海, 文智寧 

季軍 O002168 電訊盈科 
伍啟豪, 林熾参, 郭樹榮,  

梁彥秋, 呂添 

殿軍 O002235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廖嘉明, 吳子健, 林憲強,  

王健祥, 李昕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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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43 渣打銀行 
馮笑英, HUANG KA YI,  
黃淑芳, 顏慧華, 林潔芳 

亞軍 O002129 香港科技大學 
廖蒨鈴, 郭燕晶, 翁玉蘭,  

趙瑞文, 曾淑蘭 

季軍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陳淑萍, 張娉婷, 李紹琪,  

林利紅, 阮成花 

殿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馬甄華, 顏貝珊, 黃曦妍,  

鄭綺嘉, 莫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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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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80 賽輝洋行有限公司 7 

O002166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7 

季軍 O002205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3 

殿軍 O002098 歐西亞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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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169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張伯海 00:32:15 

亞軍 O002098 歐西亞香港有限公司 KAPFERER 
ARNOLD 

00:32:24 

季軍 O002280 賽輝洋行有限公司 劉光輝 00:33:16 

殿軍 O002166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吳宗權 00: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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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02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彭偉成 00:25:50 

亞軍 O002117 集漢車行有限公司 詹興偉 00:28:52 

季軍 O002265 嘉靈電子有限公司 羅文嘉 00:29:11 

殿軍 O002098 歐西亞香港有限公司 梁子江 00: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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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05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徐瑩秋 00:37:33 

亞軍 O002166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張心妍 00:38:15 

季軍 O002166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胡兆敏 00:40:20 

殿軍 O002280 賽輝洋行有限公司 葉冬婷 0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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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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80 賽輝洋行有限公司 
劉光輝, 鄧肇瑋, 薛光品,  

鍾明輝, 黃競康 

亞軍 O002205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邱耀雄, 陸家法, 郭富華,  

林鍵衡, 邱嘉宣 

季軍 O002169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張伯海, 楊文佳, 關建恭,  

曹有成, 貝偉 

殿軍 O002098 歐西亞香港有限公司 
KAPFERER ARNOLD,  

李浩賢, 吳家麟,  
羅嘉豪, 張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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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098 歐西亞香港有限公司 
梁子江, 劉偉雄, 莊志安,  

林文偉, 何兆倫 

亞軍 O002202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彭偉成, 黎從栢, 蘇國森,  

曹德堅, 何錦耀 

季軍 O002117 集漢車行有限公司 
詹興偉, 莫華科, 梁耀華,  

劉劍華, 劉劍昌 

殿軍 O002265 嘉靈電子有限公司 
羅文嘉, 盧偉超, 陳子昌,  

李耀宗, 陳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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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166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張心妍, 胡兆敏, 陳韻汶,  

鄭敏詩, 吳麗儀 

亞軍 O002280 賽輝洋行有限公司 
葉冬婷, 鄭婉瑜, 鄭幗忻,  

林木蓮, 李惠琼 

季軍 O002205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徐瑩秋, 林碧琦, 邱嘉萱,  

黃慧森, 劉韻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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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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26 懲教署 7 

亞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5 

季軍 O002267 香港海關 3 

殿軍 O00234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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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26 懲教署 葉東海 00:24:21 

亞軍 O002326 懲教署 盧俊邦 00:24:41 

季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詹愷健 00:25:00 

殿軍 O002326 懲教署 陳國璋 00: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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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吳卓賢 00:25:25 

亞軍 O002326 懲教署 樊頌文 00:26:00 

季軍 O002148 水務署 吳恩賜 00:26:05 

殿軍 O002326 香港警務處 李業豪 00: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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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4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佩玲 00:31:37 

亞軍 O002267 香港海關 侯嘉欣 00:32:43 

季軍 O002327 政府統計處 謝淑儀 00:33:49 

殿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何美恩 00: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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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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26 懲教署 
葉東海, 盧俊邦, 陳國璋,  

麥建升, 陳梓良 

亞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詹愷健, 易嘉麟, 郭子健,  

劉錦輝, 何振豪 

季軍 O002190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范楚杰, 徐寶煥, 楊志明,  

冼汝德, 王澤民 

殿軍 O00234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嘉俊, 黃偉豪, 林良藝,  

沈國威, 胡卓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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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26 懲教署 
樊頌文, 吳鎮雄, 方智敏,  

李應然, 方維成 

亞軍 O002267 香港海關 
賴偉鳴, 李偉安, 尹顯邦,  

陳志華, 鄭建浩 

季軍 O002173 地政總處 
羅楚健, 黃貴華, 黃永華,  

張少文, 鄭能述 

殿軍 O002306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李應培, 徐家明, 潘兆祥,  

連鎮明, 林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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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26 懲教署 
陳秋華, 黃文英, 楊美兒,  

譚彩萍, 吳巧盈 

亞軍 O002267 香港海關 
侯嘉欣, 莫與嘉, 陳雅淇,  

倪百禧, 黃麗萍 

季軍 O00234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佩玲, 吳幼蘭, 劉凱珊,  

陳樂敏,  

殿軍 O002173 地政總處 
陳鍾麗, 鄭麗如, 陳慧文,  

梁鳳美, 羅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