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恒生學界盃成績 
 

單打賽 

名 次 男子大專組 女子大專組 男子中學組 女子中學組 男子小學組 女子小學組 

冠 軍 

鄺啟軒 吳穎祺 姚鈞濤 吳詠琳 陳知行 李卓潼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啟思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拔萃女小學 

亞 軍 朱栢聰 陳美珊 曾梓峻 馮慧珠 姜旭晟 嚴浩晴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喇沙書院 北角協同中學 光明英來學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附屬小學 

季 軍 黃健惺 呂慧思 陳顥樺 潘逸 李天朗 羅心怡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瑪利諾修院學校 

(中學部)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香港教育大學 

賽馬會小學 

殿 軍 鄭鈞蔚 羅以琳 鮑奕文 范詠詩 任奕溍 陳秀淇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巿大學 德信中學 協恩中學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排名不

分先後)  

馮皓昀 陳美淇 蔡俊杰 李仲欣 蔡楠 江鎧澄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巿大學 喇沙書院 拔萃女書院 循理會美林小學 孫方中 

洪啟智 周建敏 黃翰林 陳劭藍 曾憲泓 蘇絺嵐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拔萃男書院 拔萃女書院 九龍塘學校 九龍禮賢學校 

李朗軒 林麗偉 張彥陶 羅芷君 鄭俊仁 周嘉晴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林大輝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附屬小學 
啟基學校 

黃嘉浩 趙慧明 陳以信 李凱敏 呂承亨 傅靖嵐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拔萃男書院 拔萃女書院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雙打賽 

名 次 男子大專組 女子大專組 男子中學組 女子中學組 男子小學組 女子小學組 

冠 軍 

梁灝程  梁哲維 陳韻彤  陳琛妍 曹子浩  曾湋皓 陳曉嵐 許煒 陳天祐 林柏灝 勞顯晴 唐樂暄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 中華基金中學 拔萃女書院 
拔萃男書院 

附屬小學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亞 軍  

游華添  賴卓然 周蔚洋  王重云 于諾  許鉞 王妍臻 王妍曦 謝泓浚  顏學鋒 曹綺庭  唐采盈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拔萃男書院 中華基金中學 喇沙書院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季 軍 

鄧凱仁  鄧睿匡 邱家怡  林欣曉 馮俊瑋  林星肇 歐陽美絃  林樂恩 許子朗  李朗行 詹鎧沂  魏彩桐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喇沙書院 協恩中學 英華小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殿 軍 

陳晉生  呂誌桓 黃寶儀  劉慧妍 陳韋曦  呂衍麒 謝銘施  林婧彤 黎文鋒  李祖東 方心愉  方心愛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華仁書院 將軍澳香島中學 福建中學附屬小學 聖公會蒙恩小學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排名不

分先後) 

譚朗聰  彭子深 李齸葑  周德恩 郭浩饒  鄭博聰 潘穎芝  黃懷萱 盧俊澄  張楓 趙一暢  陳煦齡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香港嘉諾撒學校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

道書院 (小學部) 

鄧朗翹 鄧啟滔 陳倩欣  王逸嵐 史澤佳  葉錫鴻 張豐翹  麥珮榆 袁承謙  麥紹楨 張晞晴  李倚潁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漢華中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鄧浚然  林偉成 鄧雅麗  李伊澄 蔡智康  朱浩弘 李芷雅  李懷昕 馮諾禮  陳凱楓 邱斯淇  謝美淇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英華書院 沙田崇真中學 聖公會基恩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

信義學校 

陳俊榮  陳展鋒 陳穎彤  林曦彤 王逸謙  邱煌智 蔡善同  劉穎蕎 陳敬延  黎卓軒 古思敏  邱沛蓉 

職業訓練局 香港教育大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附屬小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隊際成績 

名 次 男子大專組 女子大專組 男子中學組 女子中學組 男子小學組 女子小學組 

冠 軍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喇沙書院 拔萃女書院 英華小學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亞 軍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拔萃男書院 協恩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附屬小學 
拔萃女小學 

季 軍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英華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附屬小學 

殿 軍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啟思中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 

(中學部)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