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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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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總冠軍的 

長跑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797 醫院管理局 7 

亞軍 O002944 國泰航空公司 5 

季軍 O002692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3 

殿軍 

O002725 電訊盈科 
O002728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O002750 港鐵公司 
O002803 大眾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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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797 醫院管理局 連智聰 0:24:08 

亞軍 O002797 醫院管理局 麥煜豪 0:24:17 

季軍 O002881 香港迪士尼樂園 陳培郁 0:24:25 

殿軍 O002944 國泰航空公司 Schilling Simon 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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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797 醫院管理局 余文琛 0:25:34 

亞軍 O002728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韓忠信 0:26:13 

季軍 O002692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黃大昌 0:27:01 

殿軍 O002692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廖嘉明 0: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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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797 醫院管理局 何樂敏 0:27:32 

亞軍 O002803 大眾控股有限公司 陳家儀 0:29:01 

季軍 O002944 國泰航空公司 Lai Mei Yui Candy 0:29:39 

殿軍 O002944 國泰航空公司 Chung Wai Gee Jasmine 0: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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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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797 醫院管理局 
連智聰、麥煜豪、伍世華、 

李偉成、李俊賢 

亞軍 O002750 港鐵公司 
伍偉志、羅俊健、張偉豪、 

黃浩樑、彭啟輝 

季軍 O002681 滙豐體育會 
Fouad Mouadine、何俊琛、 

張立銘、李紹琪、周思齊 

殿軍 O002944 國泰航空公司 

Schilling Simon、Siu Kar Lok Alfred、

Cheung Chun Yuen Alex、 

Cheng Chi Lai Ken、 

Tsang Sai Cheong 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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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797 醫院管理局 
余文琛、黃穎德、戴偉正、 

楊錦鴻、陳和源 

亞軍 O002725 電訊盈科 
林熾參、任家偉、黎繼基、 

郭樹榮、梁彥秋 

季軍 O002692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黃大昌、廖嘉明、吳子健、 

周之業、林憲強 

殿軍 O002681 滙豐體育會 
Derek Hamilton、吳志明、 

曾卓豪、陳淳鑫、袁國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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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944 國泰航空公司 

Lai Mei Yui Candy、Chung Wai Gee 

Jasmine、Siu Lai Yu Emily、 

Ng Wah Shan Sabina、 

Lui Ting Ting Mikki 

亞軍 O002797 醫院管理局 
何樂敏、梁樂文、李文英、 

何德欣、邱玉屏 

季軍 O002698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雷嘉恩、Lui Wing Man Alice、 

Law Pui Shan、鈕曉茵、梁艷群 

殿軍 O002868 VF ASIA LIMITED 
陳菀斯、謝茜如、施娜娜、 

李璟希、譚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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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團體總冠軍的 

長跑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748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7 

亞軍 O002768 嘉靈電子有限公司 5 

季軍 O002905 SENIOR CARE ELDERLY LIMITED 3 

殿軍 
O002847 TELLIGENT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O002936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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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768 嘉靈電子有限公司 羅文嘉 0:26:12 

亞軍 O002801 義生洋行有限公司 黃立恆 0:28:11 

季軍 O002926 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 李宇軒 0:28:13 

殿軍 O002748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盧健宏 0: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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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847 TELLIGENT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LIMITED 
黃文駿 0:29:32 

亞軍 O002905 SENIOR CARE ELDERLY LIMITED 王大鈞 0:31:28 

季軍 O002765 天時軟件有限公司 孫凱威 0:32:34 

殿軍 O002905 SENIOR CARE ELDERLY LIMITED 林凱恆 0: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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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936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阮昭怡 0:33:51 

亞軍 O002736 資安顧問公司 郭夕霞 0:34:17 

季軍 O002748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周淑慧 0:34:39 

殿軍 O002748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黃樂獻 0: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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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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768 嘉靈電子有限公司 
羅文嘉、岑柏謙、官偉明、 

盧偉超、吳國熙 

亞軍 O002748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盧健宏、李華慶、雷文業、 

邱耀雄、彭家達 

季軍 O002754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張伯海、陳旭銘、梁國佳、 

鄧永興、彭文健 

殿軍 O002801 義生洋行有限公司 
黃立恆、畢偉雄、高志安、 

黃柏棋、黃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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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905 SENIOR CARE ELDERLY LIMITED 
王大鈞、林凱恆、余慶維、 

林翰堯、張子俊 

亞軍 O002748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謝志浩、梁君傑、呂子璋、 

陳達新、李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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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748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周淑慧、黃樂獻、何雅美、 

簡婷芝、林碧琦 

亞軍 O002861 RCL ASIA LIMITED 
吳淑明、呂佩芬、趙秀嫻、 

鍾瑞珍、李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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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團體總冠軍的 

長跑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7 

亞軍 O00283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5 

季軍 O002916 香港海關 3 

殿軍 O00285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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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詹愷健 0:23:25 

亞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鄧敏華 0:23:57 

季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易嘉麟 0:24:00 

殿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陳澔漳 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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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吳卓賢 0:25:03 

亞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賴學恩 0:25:11 

季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方子安 0:25:54 

殿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郭子健 0: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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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83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庭欣 0:29:15 

亞軍 O00283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麥素寧   0:30:09 

季軍 O002916 香港海關 侯嘉欣 0:30:23 

殿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劉嘉敏 0: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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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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詹愷健、鄧敏華、易嘉麟、 

陳澔漳、林昭銘 

亞軍 O00285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張俊豪、馮志華、李振威、 

楊志明、王澤民 

季軍 O002916 香港海關 
何志恒、黃嘉榮、馬逢熙、 

吳振寧、溫皇敬 

殿軍 O002804 地政總署 
吳俊傑、朱丞濱、游棓鈞、 

侯建業、鐘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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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吳卓賢、賴學恩、方子安、 

郭子健、陳國偉 

亞軍 O002916 香港海關 
賴偉鳴、尹顯邦、陳國興、 

陳志華、李振球 

季軍 O002835 衞生署 
張劭暉、余偉權、梁建偉、 

嚴成榮、鄭學輝 

殿軍 O002804 地政總署 
羅楚健、黃貴華、何楚生、 

蕭紹鏮、曹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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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83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庭欣、麥素寧、張佩玲、 

劉凱珊、吳幼蘭 

亞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劉嘉敏、譚柔慧、許永慧、 

鄭曉兒、楊寶喜 

季軍 O002916 香港海關 
侯嘉欣、莫與嘉、陳雅淇、 

鄧蕙容、林妙珠 

殿軍 O002950 勞工處員工福利委員會 
曾玉清、梁允怡、趙藹殷、 

蔡詠妍、蘇雪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