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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參加組別 球隊名稱 球會名稱 球員姓名

乒乓匯智 乒乓匯智 李翰文、陳韋曦、吳兆聰、蕭穎禧

佳旺貿易 吳炳強、文嘉星、雷家文、陳志偉

金輝 金輝乒乓球會 鄧家駿、張宇傑、梁俊豪、陳潤恒

俊昇鋒恆 俊昇乒乓球會 簡偉謙、楊沛霖、蔡棹鈞、張彥陶

南華會A 南華體育會 羅佳佳、謝嘉俊、洪振軒、蔡俊杰

英華 黃嘉浩、梁二仁、朱浩弘、孔繁傑

香港體育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李漢銘、姚鈞濤、陳炳強、張鈺、黃鎮廷

展藝體育S 展藝體育 徐鎮威、黃健惺、賴卓然、張昱傑

振瑋動力 金輝乒乓球會 吳維祺、朱曉軒、朱曉宇、嚴文焯、李冠毅

荃毅A 吳哲鋒、陳晉生、關文皓、胡振康、郭世榮

啟思國際A 啟思國際 梁詠賢、黃翰林、朱栢聰、藍蔚

愉園 愉園體育會 陳以信、李柏濠、戴駿傑、趙謹

漢傑體育 漢傑體育 鄺禹坤、林兆恒、吳柏男、曾梓峻、吳穎奇

漢傑體育會 漢傑體育 郭晉傑、賀方正、呂定龍、梁鎮源、吳子康

德祥地產 乒訓社 鄧國基、柯深文、林靖杰、林喜財、何鈞傑

耀中體育 耀中 易晉、麥淞瑋、叶永梧、羅浚龍、陳章倩

中達証劵青聯 中達証劵 曾志強、陳君濠、麥鴻森、許駿傑

乒乓匯智A 乒乓匯智 任健齡、張志豪、鄧啟恆

乒乓薈聚A 乒乓薈聚 伍煒業、麥子謙、王祚潤、麥子浩

乒乓薈聚B 乒乓薈聚 馮皓昀、林奕騏、張頌威、譚朗聰

乒乓薈聚C 乒乓薈聚 鄭栢晞、王浩軒、梁嘉晉、文國麟

乒訓社A 乒訓社 林如瀚、鄭鈞蔚、陳慶璋、劉鎮杰

乒域 乒域 陳勇奮、梁灝程、彭子深

乒域A 乒域 許冠生、羅嘉杰、何啟燊

乒域B 乒域 李朗軒、梁哲維、翁子鈞、陳上珩

乒域C 乒域 陳智源、溫保庭、麥家杰、馮俊琛、蕭穎霖

乒域D 乒域 李嘉謙、張文迪、馮俊瑋、蔡俊

乒域E 乒域 梁凱謙、聶梓峯、陳莃舜、黃力融

乒域F 乒域 林秉軒、呂衍麒、呂陶

乒匯A 乒匯體育 余根鴻、李運新、陳煒勤

好朋友 施建武、伍買回、鄭冬日、黃家亮

宏翱乒藝 宏翱乒藝 陳文峰、張智強、葉浚銘、葉泳樞、金志堅

宏翱乒藝A 宏翱乒藝 陳浩源、陳子榮、岑俊賢、陳少峰

宏翱乒藝B 宏翱乒藝 曾浩文、王國明、楊智正、楊振洛

金輝A 金輝乒乓球會 朱振宗、王德龍、李偉麒、林樹基

南華會B 南華體育會 甄正彥、李頌、尤頌蘅、李明澔

活力星 活力星體藝會 高晉熹、黃家輝、陳顥元、林星肇

香港乒乓網 香港乒乓論壇 潘卓朗、陳明禮、蘇學龍、陳浩樑、萬啟山

香港體育B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楊戈、羅子鋒、陳知行、許鉞、詹朗天

展藝體育W 展藝體育 洪啟智、陳帕劻、馬丞康

隼星威信 隼星乒乓球會 梁凱傑、郭仲良、甘家安、林昊瀛

偉裕乒乓A 偉裕乒乓球會 葉振家、洪佳南、譚璟豊、尤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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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健A 雅健社 施穎亨、鄧睿匡、霍文進、鄭立橋、鄧凱仁

雅健B 雅健社 陳霆軒、何健聰、劉漢琛、羅尚然、黃俊

漢傑體育A 漢傑體育 符杰禧、汪世恆、吳卓軒、林卓穎

毅旋 譚皓賢、朱健強、李晉鏗、李嘉浩、黎俊生

警察A 警察乒乓球會 高永洋、司徒敬倫、簡家威、廖定謙

之科體育社 之科體育社 劉縉諾、王竣鴻、梁競夫、梁灝程、梁柱恩

友榮聯A 陳富榮、蘇文毅、林欣榮、伍子文、李世翹

天悅球會A 天悅球會 梁東發、王志賢、黎騏豪

屯門男 宏翱乒藝 史澤佳、許正謙、陳子軒、雷悅謙、陳浚瑄

乒一元朗 乒一體育 陳祉竣、方漢平、朱凱民、許梓朗、麥希榮

乒少英 乒少英 溫澤朗、曾浩賢、曾嘉賢、楊子軒

乒乓城B 乒乓城 梁敏聰、梁雋謙、嚴道亨、彭學威、麥鎮豪

乒乓匯智B 漢傑 韓志杰、鄧皓然、李梓灝、嚴家其

乒訓社B 乒訓社 李浩賢、林星毓、關晧勤

乒訓社C 乒訓社 丁少聰、潘健豐、張溢豐、陳祖貽、黃凱略

乒域G 乒域 曾俊文、王佳境 、陸卓謙

乒域H 乒域 姚日謙、袁俊華、黃樂

乒域J 乒域 鄧晋銘、林浚偉、凌瑋洛、朱凱源

乒域K 乒域 何威、陳建峯、陳智健

乒域L 乒域 盧嘉豪、陳愷健、彭穎浠、趙家安

乒域P 郭君濠、黃家俊、任樂謙、杜建邦

乒匯B 乒匯體育 陳家豪、林子釗、楊忠熹

乒匯C 乒匯體育 黃珈俊、林凱培、曾皓鍵

乒匯體育E 乒匯體育 林健聰、張碧威、陳昌宏、麥偉豪

乒銳 何樂為、余健信、馮偉國、陳俊瑋

乒震體育 藍禮文、關俊賢、楊偉奇、黃禮然、藍禮俊

宏翱乒藝E 宏翱乒藝 劉駿熙、曹子浩、李駿傑、何季興、李彥衡

志天地板 謝志強、李引強、劉肇源、WOUDSTRA BAS

奇乒 奇乒 陳君諾、謝景禧、彭富鴻

奇英乒乓 林晨哲、許智業、梁瑀倡、高銘鍵

東區球會A 李偉全、黃鎮球、陳琮棓、練龍生、莫鎮宇

青屯乒室 青屯乒室 石頌謙、姚𤩥 、鄭嘉樂、陳振宇

青屯乒室A 青屯乒室 廖福明、蔡嘉樂、何家俊、周林浩

青乒Z 聖若瑟書院 林曉陽、鄭智聰、王凱祺

俊昇A 俊昇乒乓球會 姚曉原、鄧啟滔、黎冠璋

南華會 南華體育會 曾文進、雷電、施能璇、吳頌賢

柏萃體育 柏萃體育 蘇韋樑、祁德正、朱承忠、陳浩柏

香港龍一 香港龍一乒乓球俱樂部 陳文生、張文光、莊偉豪、熊健、姚錦倫

展藝體育Y 展藝體育 麥浩正、聶俊穎、黃雋溢、陳衍惺

偉裕乒乓C 偉裕乒乓球會 賴振雄、朱柏霖、黃琛然、高哲仁

偉裕乒乓D 偉裕乒乓球會 郭志文、石偉文、林俊傑、區漢達

啟思國際B 啟思國際 趙勁、林鎮宇、丘鋒元、陳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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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思國際C 啟思國際 李天朗、任奕溍、鄭栢謙

域乒A 乒域乒乓球會 黃曉峰、郭浩饒、田宇皓

域乒B 域乒 李晉輝、黃俊熹、鄭博聰

嵐海A 嵐海體育 李斯豪、陳友深、陳家樂、孔繁犖

嵐海B 嵐海體育 歐陽子榮、何永康、張霆鋒、黃善衡

嵐海D 嵐海體育 吳宇洋、李兆偉、余清鴻、郭建武

翔鷹球隊 翔鷹球隊 馮浩然、卓建南、邵永光、董沛安

超敏A 超敏會 余志江、陳永寶、彭華添、劉錦祥

超越乒團A 超越乒乓球訓練中心 林澤誠、李明熹、盧俊澄、林述恩、關榮昌

雅健C 雅健社 劉綺晨、梁兼維、陳栩揚、陳敬延、劉偉其

新星球會 梁碩熙、陳俊浩、陳勇龍、蔡德成

雷神重乒 冼應揚、許子朗、李穎童

漢傑體育B 漢傑體育 陳德寶、李家瑋、張淳晞、黎子華、宋凱榮

福建 香港福建體育會 歐兆華、謝文峰、周劍成

精薈A 精薈體育 劉嘉熙、李祖東、王昀希、商晉瑋、梁施盛

銀月 陳家麟、黎康業、陳文浩

銀輝B 金輝乒乓球會 蔡漢銳、周希彥、姜家奇

領域C 領域 葉奕延、鄧浩揚、吳爾謙、呂鍵灝

鋒恆國際A 鋒恆國際體育有限公司 湯文浩、嚴浩然、麥凱峰、劉栢偉

鋒恆華星 鋒恆國際體育有限公司 王嘉葦、李兆良、羅仲汝

學藝群英會 學藝群英文娛康樂會 曾兆東、姚祥鎮、李榮健、陳嘉輝、周迪奧

龍一乒團 香港龍一乒乓球俱樂部 高梓衡、鍾智明、張建輝、陳健榮、郭偉明

懲教署 懲教署 張志成、馮健邦、陳志光、黃卓堯、古業恒

競研乒乓 競研乒乓 李潁林、莫浩雲、辛康豪、陳威廉、蘇浩然

耀中 耀中 呂承亨、蕭予正、邱鈞霆、許鈺龍

靈風 曾永昌、楊永勤、周勁剛、冼冠廷

大埔體育會 蔡鎮英、陳國強、陳嘉耀、陳俊劻、王曉鋒

中投信息 張建文、石川、文博、王晟

天悅乒團 葉定璋、曾亮才、曾子樂、李朗皓

永佳建材 練駿銘、嚴一山、沈志彪、萬家良、古兆然

乒川舍A 乒川舍 楊國棟、謝國雄、李嘉恒、王成德

乒川舍B 乒川舍 林耀雄、曾慶祥、郭文杰、林明錦

乒乓世界 乒乓世界 梁君棋、麥敬滔、樊諱諾、藍昊熙

乒乓城A 乒乓城 楊秀言、林英銳、伍時源、麥浩軒、邢港地

乒乓家園 陳偉傑、林頌明、謝天睿、羅澤鈞

乒乓薈聚D 乒乓薈聚 王康樂、黃樂軒、羅章藝、謝樂天、楊甯

乒星少青A 乒域乒乓球會 何嘉濤、譚博軒、成駿賢

乒島 乒島球會 吳裕開、季國寧、甄浩朗、鄺耀煒

乒訓社D 乒訓社 李建逸、利智恒、陸柏亨、鄭浩然

乒訓社E 乒訓社 胡啟燊、游天賜、鄭天睿、鄭天穎、陳至洲

乒域N 乒域 駱楚燊、簡言諾、黃煒傑

乒匯體育D 乒匯體育 傅亦橋、黃偉雄、冼文狄、鄧柏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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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毅體育A 乒毅體育 黃耀民、梁嘉俊、范立衡、何俊濤

乓城 蔡高豪、羅頌榮、黃仲祺

自由球會 岑添達、葉智威、陳偉健、鍾松任

宏兆集團 徐俊明、邱旭、盧曉傑、馮偉倫、李澤浩

昇越球會 昇越球會 鍾柏輝、周樹勳、李兆源、張國豐、陳建珊

青屯乒室B 青屯乒室 張永健、陳偉平、蕭敬中、梁子賢

俊昇B 俊昇乒乓球會 鄺恩樂、陳璿懃、黃衍傑

柏恒 吳有邦、倪日昌、譚梓維、張元典、陳梓俊

皇城球會B 皇城乒乓球會 區卓正、李文全、黃偉奇

英華A 任浚禾、葉劻霖、黃曉峰

英華B 黃偉明、林晉寬、林明樂、張穎康

英華E 羅梓濠、林暐燁、李朗行、郝闓運

飛躍乒乓 飛躍乒乓 周恩賜、鄧量弘、余聯平、郭子健

香港龍一B 香港龍一乒乓球俱樂部 林飛揚、黃偉文、李春良、梁建宗、梁榮基

時代乒朝 樂聚球會 鄭康明、連維信、何文昌、李子鈞

海闊天空 超越乒乓球訓練中心 楊炳昭、楊安尹、高進然、吳偉麟

消防處 消防處 黃景文、黃瑞寧、區耀成、梁耀揚、楊易誠

益聯百靈鳥 百靈鳥(香港)乒乓球會 鄺達德、陳俊勤、陳俊宇、布銘亮、李卓銘

隼星A 梁凱竣、麥啟東、姚鎮軒

偉裕乒乓B 偉裕乒乓球會 蘇楚喬、勞瑋然、林可銘、何永祥、吳榮鎔

域乒C 域乒 沈家齊、李澤天、李柏翹、余家匡

得富利 冼建華、梁振聲、林慶樂、翁狄偉、何永豪

旋風乒乓A 旋風乒乓球學院 潘尚熙、李嘉銘、林志標、李子豪

理乒聯A隊 理乒聯 劉建華、張偉明、余志良、吳永恒

組合聯盟 范健國、謝偉強、謝兆隆、范偉樂、劉殷佑

嵐海H 嵐海體育 鄭國泉、陳錫泉、彭志誠、湯志光

無悔 楊秉和、楊秉熹、麥浩文

超敏C 超敏乒乓球會 張仕華、林啟華、彭錦華、李柱漢

超敏會F 超敏球會 郭偉鋒、黎沛健、劉顯秋、林偉強

雅各乒團 雅各乒團 楊族生、馮錦祥、黃家麟、林永順

雅各乒團C 雅各乒團 陳明豐、吳少文、鄭錦文、余子健、崔振強

雅健D 雅健社 吳浩賢、李厚賢、胡景祺、范珈陌

雅健E 雅健社 單禎晞、胡朗庭、李鑒原、劉律勤、劉家俊

集乒 集乒 梁煜亮、盧天祐、吳和杰

黑馬 陳展翹、陳鎮翹、蘇樂敏、岑子顥

匯智少青 黃家而、黃貝得、許煜梵

匯智體育D 匯智體育 黃晉灝、陳朗楓、麥家榮、何晉豪

新乒聯 C 岑志義、梁湖滄、古健、范照鵬

萬希泉隊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梁鎮宇、梁偉強、王中道、林雋杰、黃梓浩

電訊盈科 電訊盈科 林嘉輝、梁國雄、林燕飛、馮冠章

嘉聯A 嘉聯乒乓球會 梁偉進、朱志明、黃天惠、黃志遠

熊貓乒團 羅靖禧、羅震輝、陳樹恩、黃景業、耿卓

男子丁組

# 以每組的隊名筆劃排序



更新日期︰19/7/2022

獲邀參加組別 球隊名稱 球會名稱 球員姓名

2022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獲邀隊伍名單

銘達 銘達乒乓用品專門店 徐嘉俊、慕容堅成、崔峻誠、彭成鎮

樂乒A 鍾振邦、吳志偉、陳子俊、杜偉雄

樂研球會A 樂研乒乓球會 歐俊良、吳泓熹、謝宗泰、羅銳強、關文德

環保新星 新星球會 梁珀紳、謝子聰、吳雋堯、李俊諺

競研乒乓B 競研乒乓 李浩林、莊禮豪、梁栢言、張祖耀

警察B 警察乒乓球會 李銘澤、文少傑、徐浩天、蔡孟麒

之科體育A 之科體育社 廖海風、廖海洋、周塏燊、尹崇熙

立邦乒訓A 陳永強、馮有財、楊遠誠、張文發、陳志恒

乒川舍C 乒川舍 何子健、霍有榮、邱傑豪、李啟諾

乒工廠B 乒工廠 何嘉謙、明智健、明頌熹、陳尉俊

乒乓小子 高畯傑、羅上程、黃舜南

乒乓匯智D 乒乓匯智 岑鴻灝、袁匡鉦、曾翊熙、張啟仁

泓景乒友 泓景乒友 霍紹基、陳英偉、羅揚鋒、黃永輝

金輝D 金輝乒乓球會 余俊彥、莫文智、鍾震琦、鄧柱華

青屯爸打 青屯乒室 謝致謙、劉智賢、劉堅榮、吳貴華

飛馬乒乓 馮偉祈、馮澤輝、李携曦、鄭志成

荃毅B 胡栢強、陳偉倫、容耀光

啟思國際G 啟思國際 何兆城、馬希樂、黃鎧廸、阮泓熹

港鐵  港鐵 郭志雲、曾炳富、林永傑、陳智全、吳耀榮

新星球會A 王臻、郭溢豐、蘇曉頌、黃國富

嘉聯B 嘉聯乒乓球會 李志明、胡必信、梁汝康、梁中碩

鋒恆國際B 鋒恆國際體育有限公司 李均衍、雷建業、陳建泯

男子戊組

男子丁組

# 以每組的隊名筆劃排序



更新日期︰19/7/2022

獲邀參加組別 球隊名稱 球會名稱 球員姓名

2022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獲邀隊伍名單

之科體育社 之科體育社 盧樂兒、麥子詠、江芷林、李凱敏、許煒

天馬行空 雷樂兒、范詠詩、李恆珮、林文悅

乒域 乒域 文迪君、陳美淇、吳僖桐、林曉晴

南華 南華會 柳嘉靜、羅心怡、司徒詠怡、林天怡、鄧凱允

南華會 南華會 朱成竹、李清韻、周穎詩、黃芊柔、李嘉宜

南華會A 南華會 叶麗婷、方焯琪、黎芷琦、林心懿、羅以琳

活力星 活力星體藝會 馮慧珠、張文靜、嚴浩晴、周昭慧、吳詠琳

香港體育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陳劭藍、黃凱彤、陳瑋文、陳美珊、李卓潼

乒乓薈聚A 乒乓薈聚 梁詠詩、林宛悠、楊鍏晴、顧彧瑤

乒域D 乒域 葉素心、姜沛誼、沈寶恩

乒域E 乒域 黃舜希、黃曦文、洪琳

乒毅體育 乒毅體育 潘莊薇、范向盈、潘安琪、謝銘施、李穎恩

自由騎士 麥廷而、陳蘊茵、徐珮瑜、林麗偉

宏翱乒藝 宏翱乒藝 區榛婷、周建敏、林煒詩、譚芷甄

活力星A 活力星體藝會 王瑞琪、林巧敏、鄭穎翹、陳靜心

香港體育A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梁晴睎、李旗因、傅靖嵐、陳臻穎、萬曉汶

啟思國際A 啟思國際 羅芷君、張曼莉、湯詠嵐、歐陽美絃、陳秀淇

雅各女團 雅各乒團 李泳賢、潘妙兒、陳暉鏇、張宛霓、祝珺瑋

雅健B 雅健社 余欣蕎、李梓維、黃馨瑤、王曉琳、羅沛原

精薈B 精薈體育 許映彤、陸思妤、彭愷琳、鄺心悅

精薈C 精薈體育 周嘉晴、江鎧澄、蘇絺嵐、曾咏琪

精薈D 精薈體育 張詠然、梁航菲、方心愉、趙慧明、林滙臻

邁步體育B 邁步體育會 繆康怡、胡葦澄、LU Youni、陸憫心、霍慧儀

警察女隊 警察乒乓球會 戴愷迪、陳慧莊、劉鳳婷、陳雪瑩、駱海茵

乒工廠 乒工廠乒乓球會 黃皓翎、馮嘉玲、黃芍琪、賴麗惠

乒域A 乒域 梁綵詠、高舒婷、黃芷瑩

乒毅女A 乒毅 胡紫晴、梁藹婷、蘇恩悅、香樂瑤、劉慧怡

宏翱乒藝A 宏翱乒藝 劉斐、周宛縈、林曦彤、陳曉琳

宏翱乒藝B 宏翱乒藝 曹敏盈、林婧彤、邱舒敏、黎家雯

柏萃 柏萃乒乓球學院 施熹曼、林樂恩、黃寶楠、黃樂恒

偉裕乒乓 偉裕 馮景群、李冠瑤、周芷嫻、王千嘉

麥麥會 鍾文詩、林穎汶、麥慧詩、麥俊麗、周翠珊

喜雨A 喜雨體育 蔡杏怡、袁桂妍、勞顯晴、黃天慧

雅健C 雅健 方諾陶、鄭如心、徐心頤、黃卓筠

精薈F 精薈體育 麥明芯、林裕臻、曾梓桐、唐瑤瑤、趙一暢

薈粹A 精薈體育 方心愛、賴穎芯、胡洛懿、林采熹

薈粹C 精薈體育 謝芷柔、李澤殷、陳可善、楊凱晴

耀中 耀中 蕭予寧、羅芯怡、何芷忻

乒乓領域A 劉善汶、梁嘉怡、郭倬鈴

香港龍一 香港龍一乒乓球俱樂部 丁鈺洺、盧思穎、司徒俙旻、林恩羽

迷你乒 迷你乒 鄭慧詩、彭嘉碧、李式嫺、楊燕虹

匯智體育C 匯智體育 陳漪桐、陳芷穎、陳羽翹、劉匡庭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丁組

女子丙組

# 以每組的隊名筆劃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