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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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跑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7 

亞軍 O002637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5 

季軍 O002486 滙豐體育會 3 

殿軍 O002566 凱迪思亞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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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連智聰 0:24:19 

亞軍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伍世華 0:24:37 

季軍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麥煜豪 0:24:46 

殿軍 O002474 香港迪士尼樂園 陳培郁 0: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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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566 凱迪思亞洲有限公司 李玉堂 0:25:24 

亞軍 O002486 滙豐體育會 
LEE WRIGHT 

PHILIP 
0:25:34 

季軍 O002637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林志勇 0:25:43 

殿軍 O002425 港鐵公司 伍偉志 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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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余穎曦 0:27:48 

亞軍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莫紫凌 0:28:40 

季軍 O002549 大眾控股有限公司 陳家儀 0:29:55 

殿軍 O002623 艾奕康有限公司 李尚殷 0: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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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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連智聰、伍世華、麥煜豪、 

蔡恩浚、李偉成 

亞軍 O002425 港鐵公司 
張偉豪、楊穎駒、羅俊健、 

饒偉龍、陳碩豪 

季軍 O002637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姚振強、余志豪、陳重信、 

李少奇、鍾耀聲 

殿軍 O002497 奧雅納工程顧問 
黃浩謙、陳煒培、黎希明、 

李俊傑、周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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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637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林志勇、彭南興、盛棟樑、 

梁耀漢、余建文 

亞軍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陳山正、黃穎德、陳英豪、 

陳和源、陳福海 

季軍 O002486 滙豐體育會 
LEE WRIGHT PHILIP、 

AHMAD JAMIL、范振昇、 
廖展圖、郭偉健 

殿軍 O002598 屈臣氏集團 
鄭騫、梁永輝、蔡富宏、 

陳偉強、張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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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余穎曦、莫紫凌、莊妙英、 

馬甄華、周雪明 

亞軍 O002598 屈臣氏集團 
劉芷清、韓詠君、吳逸群、 

陳文雅、王葉妹 

季軍 O002584 康宏理財 
陳婷、蘇麗娟、梁汛翎、 

梁佩年、傅提芬 

殿軍 O002532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馮笑英、YU OI LIN、黃淑芳、 

顏慧華、鄭美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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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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4 大民有限公司 7 

亞軍 O002606 FRIESLANDCAMPINA (HK) LIMITED 5 

季軍 O002427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3 

殿軍 O002550 康仁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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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4 大民有限公司 
WAT KING 

LONG 
0:23:51 

亞軍 O002550 康仁體育會 黃偉豪 0:25:27 

季軍 O002414 大民有限公司 
CHAU TSZ 

FUNG 
0:26:50 

殿軍 O002414 大民有限公司 
AU YEUNG 
TSZ CHUN 

0: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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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4 大民有限公司 葉家麟 0:26:18 

亞軍 O002491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彭偉成 0:26:22 

季軍 O002414 大民有限公司 LAI PAK TO 0:26:44 

殿軍 O002438 歐西亞香港有限公司 梁子江 0: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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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606 FRIESLANDCAMPINA (HK) LIMITED 
ELFRING 
LISANNE 

FREDERIQUE 
0:33:23 

亞軍 O002427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黃樂獻 0:35:58 

季軍 O002427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周淑慧 0:36:13 

殿軍 O002501 賽輝洋行有限公司 關慧芯 0: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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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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4 大民有限公司 

WAT KING LONG、 
CHAU TSZ FUNG、 

AU YEUNG TSZ CHUN、  
LEUNG CHUN KIT、 

LAM CHUN KIT 

亞軍 O002550 康仁體育會 
黃偉豪、潘誌豪、譚兆鈞、 

梁錦鴻、梁志豪 

季軍 O002516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梁正麒、陳旭銘、張伯海、 

楊志強、黃弼遜 

殿軍 O002459 香港日立有限公司 
黃立恆、溫兆基、林逢榮、 

林劍明、周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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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4 大民有限公司 

葉家麟、LAI PAK TO、 
LAI PAK KEI、 

LAM WAI KIN、 
LAU YU HANG 

亞軍 O002438 歐西亞香港有限公司 
梁子江、劉偉雄、莊志安、 

林文偉、文沛強 

季軍 O002491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彭偉成、黎從栢、蘇國森、 

潘健忠、孫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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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606 FRIESLANDCAMPINA (HK) LIMITED 

LISANNE ELFRING 
FREDERIQUE、 
黃樂蓉、張思敏、 
陳綺雯、陳曉彤 

亞軍 O002450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李嘉兒、張頴佩、陳韻汶、 

盧韻茜、李少薇 

季軍 O002427 耀雄環保及化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黃樂獻、周淑慧、林碧琦、 

巫慧娟、黃慧森 

殿軍 O002501 賽輝洋行有限公司 
關慧芯、鄭婉瑐、張漫黛、 

梁嘉瑩、詹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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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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7 

亞軍 O002544 香港海關 5 

季軍 O002406 懲教署 3 

殿軍 O00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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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詹愷健 0:23:29 

亞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易嘉麟 0:24:25 

季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陳澔漳 0:25:00 

殿軍 O002406 懲教署 陳梓良 0: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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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吳卓賢 0:24:56 

亞軍 O002406 懲教署 樊頌文 0:26:15 

季軍 O002406 懲教署 林家禧 0:26:30 

殿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駱家康 0: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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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544 香港海關 侯嘉欣 0:29:25 

亞軍 O002544 香港海關 區潁寧 0:29:45 

季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葉君幼 0:30:36 

殿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黃愷琪 0: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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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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詹愷健、易嘉麟、陳澔漳、 

楊志榮、劉錦輝 

亞軍 O002544 香港海關 
何志恒、鄒振浩、黎進善、 

黃偉傑、馬逢熙 

季軍 O002573 屋宇署 
馬興源、潘文熙、陳志民、 

梁德信、黃俊明 

殿軍 O002504 地政總署 
蘇景基、朱丞濱、侯建業、 

古志華、陳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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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吳卓賢、駱家康、藍偉誠、 

黃世達、周振威 

亞軍 O002544 香港海關 
李偉安、陳國興、羅永盛、 

尹顯邦、謝富明 

季軍 O002571 衞生署 
余偉權、蘇文捷、梁建偉、 

鍾恩國、麥俊傑 

殿軍 O00262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志匡、黃聯派、楊烈達、 

陳柏輝、楊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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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544 香港海關 
侯嘉欣、區潁寧、陳雅淇、 

林妙珠、鄧蕙容 

亞軍 O00262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劉凱珊、吳幼蘭、麥素玲、 

李淑琼、陳樂敏 

季軍 O002571 衞生署 
李慧紅、戴秀琼、吳淑貞、 

鍾展雯、胡寶兒 

殿軍 O002504 地政總署 
陳鍾麗、馮詩雅、吳藹欣、 

廖潔芳、黃麗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