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元旦冬泳錦標大賽國際元旦冬泳錦標大賽國際元旦冬泳錦標大賽國際元旦冬泳錦標大賽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1111----1111----2003200320032003    

項目名稱 名次 姓名 備註 

女子學生組 冠軍 鍾善瑜  

   

        

第一季度拯溺分齡賽第一季度拯溺分齡賽第一季度拯溺分齡賽第一季度拯溺分齡賽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1111----3333----2003200320032003    

項目名稱 名次 姓名 備註 

女子 14-19 歲 100 米游泳障礙賽 冠軍 鍾善瑜 破香港紀錄 

男子 14-19 歲 100 米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亞軍 劉昕傑  

男子 20-29 歲 200 米游泳障礙賽 冠軍 蕭儉國  

男子 20-29 歲 100 米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亞軍 蕭儉國  

男子 20-29 歲 100 米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季軍 陳港德  

         

     

第三季度拯溺分齡賽第三季度拯溺分齡賽第三季度拯溺分齡賽第三季度拯溺分齡賽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9999----8888----2003200320032003        

項目名稱 名次 姓名 備註 

男子 8-10 歲 50 米游泳障礙賽    冠軍    鄭凱文        

女子 14-19 歲 200 米游泳障礙賽    冠軍    鍾善瑜        

男子 20-29 歲 200 米游泳障礙賽    冠軍    蕭儉國        

男子 30 歲或以上 100 米游泳障礙賽    季軍    曽偉亮        

女子 14-19 歲 100 米混合拯救賽 冠軍 鍾善瑜 破香港紀錄    

女子 14-19 歲 100 米穿蛙鞋運送假人賽 冠軍 鍾善瑜     

男子 20-29 歲 100 米穿蛙鞋運送假人賽 亞軍 蕭儉國     

男子 20-29 歲 100 米混合拯救賽 亞軍 陳港德     

男子 20-29 歲 12 米拋繩賽 亞軍 陳港德     

男子 8-10 歲 50 米拯溺背泳賽 亞軍 鄭凱文     

女子 8-10 歲 50 米拯溺背泳賽 亞軍 湯一盼     

男子 8-10 歲 2x25 米搖櫓泳賽 亞軍 鄭凱文 

胡浚傑 

    

    

    

    

    

    

    



第六屆香港長途拯錦標賽第六屆香港長途拯錦標賽第六屆香港長途拯錦標賽第六屆香港長途拯錦標賽((((南灣至淺水灣全程約南灣至淺水灣全程約南灣至淺水灣全程約南灣至淺水灣全程約 1600160016001600 米米米米)     )     )     )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21212121----9999----2002002002003333    

項目名稱 名次 姓名 備註 

公開男子拯救組 冠軍 李建良  

公開男子拯救組 亞軍 蕭儉國  

公開女子拯救組 冠軍 鍾善瑜  

公開女子自救組 冠軍 何玉青  

公開男子自救組 亞軍 唐穎康  

公開男子自救組 季軍 何家平  

學生男子自救組 亞軍 馮灝雲  

學生男子自救組 季軍 鄭家祺  

 

 

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25,2625,2625,2625,26----10101010----2003 2003 2003 2003 及及及及 1,21,21,21,2----11111111----2003200320032003    

項目名稱 名次 姓名 備註 

男子 200 米游泳障礙賽 冠軍 蕭儉國  

女子 200 米游泳障礙賽 冠軍 鍾善瑜 破香港紀錄 

女子 200 米超級施救員賽 冠軍 鍾善瑜 破香港紀錄 

男子 200 米超級施救員賽 亞軍 蕭儉國  

女子 100 米穿蛙鞋運送假人賽 冠軍 鍾善瑜 破香港紀錄 

女子 100 米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冠軍 鍾善瑜  

男子 100 米混合拯救賽 亞軍 陳港德  

男子 100 米混合拯救賽 季軍 劉昕傑  

女子 100 米混合拯救賽 亞軍 鍾善瑜  

男子 50 米運送假人賽 季軍 劉昕傑  

女子 50 米運送假人賽 季軍 李穎濤  

男子 4x25 米運送假人接力賽 季軍 陳港德 / 劉昕傑 

李建良 / 梁家堯 

 

男子鐵人接力賽 季軍 蕭儉國 / 李建良 

劉昕傑 / 馮貴祥 

 

男子海浪板速度賽 亞軍 李建良  

男子海浪游泳賽 季軍 李建良  

女子海浪游泳賽 冠軍 鍾善瑜  

女子沙灘跑賽 季軍 黃小敏  

 

 



國際救生總會亞太區拯溺錦標賽國際救生總會亞太區拯溺錦標賽國際救生總會亞太區拯溺錦標賽國際救生總會亞太區拯溺錦標賽((((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    )    )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29292929----9999----2003200320032003    

項目名稱 名次 姓名 

100MTRS.SWIM WITH OBSTACLES(MEN)    1 LEO SIU    

100MTRS.SWIM SAVING MANIKAN WITH FINS(MEN)    2 LEO SIU    

BOARD RACE(MEN)    3 LEO SIU    

100MTRS.SWIM WITH OBSTACLES(WOMEN)    1 CARLY CHUN    

100MTRS.SWIM SAVING MANIKAN WITH 

FINS(WOMEN)    

1 CARLY CHUN    

100MTRS.TUBE RESCUE WITH FINS(WOMEN)    2 CARLY CHUN    

BEACH EVENTS SURF RACE(WOMEN)    1 CARLY CHUN    

BOARD RACE(WOMEN) 2 CARLY CHUN 

1KM BEACH RUNNING(WOMEN) 3 CARLY CHUN 

 

 

全國救生錦標賽全國救生錦標賽全國救生錦標賽全國救生錦標賽((((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     )     )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4444----9999----2003200320032003    

項目名稱 名次 姓名 備註 

男子 4 人沙灘接力跑賽 季軍 李建良(香港)  

男子青少年組 4x50 米混合救生接力賽 季軍 李建良(香港) 

劉昕傑(香港) 

 

青年組 4x50 米救生筒接力賽 季軍 李建良(香港)  

青年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障礙賽 亞軍 劉昕傑(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