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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月份 日期 星期 Discipline 活動/比賽 地點 (泳池)

2017 4 1-5 六-三 SW 泰國分齡游泳錦標賽2017 泰國

15-16 六-日 SW Samsung第60屆體育節– 長池游泳計時賽 體院

5 4-7 四-日 SW 第60屆馬來西亞公開游泳錦標賽 馬來西亞馬六甲

13 六 AG 第二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大環山游泳池

13-14 六 - 日 SW 全港運動會 維園

14 日 MS 長池先進游泳比賽 – 第二部份 東涌

21 日 OW
Panasonic 2017 年香港馬拉松游泳暨2017/18年公開水域游泳系

列賽 (第一部)
大埔大美督

27 六 AG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甲部) 東涌

27 六 AG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乙部) 馬鞍山

6 1-4 四-日 SW 聖克拉拉游泳比賽 美國

3 六 AG 第二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摩士公園

10-11 六 - 日 SW 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維園

24 六 AG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乙部) 馬鞍山

7 2 日 SS 二零一七年香港韻律泳比賽 九龍公園

8 六 AG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甲部) 大環山游泳池

15-16 六-日 AG 第一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九龍公園

16 日 WP 二零一七年夏季青少年水球錦標賽 灣仔

23-30 日-日 SW 第十七屆國際泳聯游泳錦標賽 布達佩斯,匈牙利

28-30 五-日 SW 二零一七年香港公開游泳錦標賽 維園

8 2-3 三-四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 - 莫斯科站 莫斯科, 俄羅斯

6-7 日-一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 - 柏林站 柏林, 德國

10-11 四-五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 - 燕豪芬 燕豪芬,荷蘭

11-13 五-日 WP Panasonic第十九屆亞太區水球賽 九龍公園

13 日 MS 長池先進游泳比賽 – 第三部份 中山紀念公園泳池

19-30 六-三 SW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中華台北

20 日 DV 跳水計分賽(第一節) 九龍公園

23-28 三-日 SW 第六屆國際泳聯青年游泳錦標賽 印第安納波利斯,美國

24-27 四-日 SS
Panasonic 二零一七年泛亞韻律泳錦標賽暨第十三屆香港韻律泳

公開賽
九龍公園

9 2-7 六-四 SW 第十三屆全國運動會 天津, 中國

9 六 AG 第二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將軍澳

9-16 四-四 SW 第九屆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 烏茲別克

17-27 日-三 SW 第五屆亞洲室內運動會 阿什哈巴特,土庫曼

17 日 WP 二零一七年香港水球錦標賽 灣仔

17 日 MS 短池先進游泳比賽 – 第一部份 城門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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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五-六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多哈站 多哈, 卡塔爾

23 六 AG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甲部) 觀塘

23 六 AG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乙部) 中山紀念公園泳池

24 日 DV 香港分齡跳水錦標賽 九龍公園

26-27 二-三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杜拜站 杜拜, 阿聯酋

30/9-1/10 六-日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香港站 維園

10 21 六 OW 國際泳聯/Hosa十公里世界盃馬拉松游泳賽2017-香港 淺水灣

TBC 日 OW 新世界維港泳 2017 維港

11
11/2017-

3/2018
六 WP 泳總香港冬季水球聯賽 灣仔

3-5 五-日 AG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九龍公園

10-11 五-六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北京站 北京, 中國

11 六 AG 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體院

12 日 WP Panasonic 第18屆泳總學界水球錦標賽 灣仔

12-19 日-日 SW 第三屆亞洲青年運動會 雅加達,印尼

14-15 二-三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東京站 東京, 日本

17-19 五-日 DV 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暨香港跳水邀請賽 九龍公園

18-19 六-日 WP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男子水球錦標賽2017-18 體院

18-19 六-日 SW 國際泳聯世界盃-新加坡站 新加坡

25 六 MS 週年長池先進游泳錦標賽 觀塘

12 2 六 AG 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城門谷

2-3 六-日 AG 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維園

16 六 SW 第五十六屆港澳埠際游泳比賽 澳門

17 日 DV 跳水計分賽(第二節) 九龍公園

24 日 AG 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維園

2018 1 7 日 OW 香港公開水域游泳系列賽(第二部) 屯門黃金海岸

13 六 AG 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體院

14 日 AG 第一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維園

20 六 AG 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城門谷

28 日 MS 短池先進游泳比賽 – 第二部份 城門谷

2 4 日 DV 跳水計分賽(第三節) 九龍公園

10-11 六 - 日 AG 第一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九龍公園

24 六 AG 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城門谷

24 六 AG 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體院

3 4 日 SS 二零一八年香港韻律泳分齡比賽 九龍公園

4 日 WP 二零一八年冬季水球錦標賽 灣仔

 9-11 五-日 AG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城門谷

18 日 DV 香港新秀跳水錦標賽 九龍公園

25 日 MS 長池先進游泳比賽 – 第一部份 中山紀念公園泳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