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紀錄 / 平紀錄

 男子甲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賽事 紀錄 年度

50米自由泳 李昇海 香港培正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6.76 2016-17

50米蛙泳 譚嘉明 香港培道小學 港九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31.96 2009-10

50米背泳 陳子鈞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9.97 *2018-19

50米蝶泳 王磊 聖公會主風小學 新界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28.79 2015-16

100米自由泳 李日源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58.88 *2018-19

100米蛙泳 譚嘉明 香港培道小學 港九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1:12.97 2009-10

張榮恩、李宇翹

陳卓杰、盧梓霖

4x50米四式接力 --- 屯門區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06.60 2017-18

 男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賽事 紀錄 年度

50米自由泳 王磊 聖公會主風小學 沙田區校際游泳比賽 29.16 2014-15

50米蛙泳 譚嘉明 香港培道小學 九龍東區校際游泳比賽 36.23 2007-08

50米背泳 何肇倫 英華小學 九龍西區校際游泳比賽 32.37 2014-15

何肇倫 英華小學 港九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31.15 2014-15

王磊 聖公會主風小學 新界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31.15 2014-15

100米自由泳 陳敬皓 啓新書院 新界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1:03.83 2011-12

100米蛙泳 張榮恩 陳瑞祺(喇沙)小學 九龍東區校際游泳比賽 1:21.23 2017-18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 九龍東區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01.89 2016-17

4x50米四式接力 --- 九龍西區 港九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2:17.55 2014-15

n 男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賽事 紀錄 年度

50米自由泳 李梓滔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下午校) 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30.02 2003-04

50米蛙泳 梁子銘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37.64 *2018-19

50米背泳 劉海行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大埔區校際游泳比賽 34.72 2013-14

梁睿謙、劉智淳

黃禧、馬高鈞
*2018-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小學游泳紀錄
【直至2018 – 2019年度】

50米蝶泳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九龍南區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1:54.25 *2018-19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九龍南區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07.9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小學游泳紀錄
【直至2018 – 2019年度】

 女子甲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賽事 紀錄 年度

50米自由泳 李欣禧 保良局錦泰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7.81 2016-17

50米蛙泳 馮雪瑩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九龍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35.11 2016-17

50米背泳 馬穎瑜 聖公會奉基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31.45 2016-17

50米蝶泳 楊凱晴 拔萃女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9.50 *2018-19

100米自由泳 劉平兒 滬江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1:00.01 2017-18

100米蛙泳 葉曉樂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新界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1:15.71 2015-16

李菲兒、陳康妍

鄭鉦潼、許在炘

陳曉桐、王騫怡

楊凱晴、朱蔚淇

 女子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賽事 紀錄 年度

50米自由泳 洪曉茵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新界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28.61 2011-12

50米蛙泳 林韵晴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35.23 *2018-19

50米背泳 潘樂恩 保良局雨川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33.34 *2018-19

50米蝶泳 李思瑤 清水灣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30.56 2017-18

100米自由泳 何詩蓓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港九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1:03.14 2007-08

100米蛙泳 黃詩婷 培基小學 新界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1:20.21 2014-15

潘樂恩、羅葦霖

陳泝晴、馬紫玲

4x50米四式接力 --- 九龍北區 港九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2:21.80 2015-16

n 女子丙組

項目 姓名 學校 賽事 紀錄 年度

50米自由泳 洪曉茵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沙田區校際游泳比賽 30.27 2010-11

50米蛙泳 邱芷晴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38.80 2017-18

50米背泳 蔡樂濡 沙田小學 新界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35.60 2011-12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 沙田區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09.83 2017-18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九龍南區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1:59.44 *2018-19

4x50米四式接力 九龍南區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07.23 *2018-19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沙田區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02.20 *20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