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乒總盃」 

比 賽 成 績 

 

* 為專才、A球員及外援 

** 為 B球員 

# 為 C球員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 軍 振瑋一銘 
*張超、**江天一、吳維祺、吳卓軒_484、鄺啟軒、朱曉宇、

黃翰林、#劉麒、周蔚洋、李卓潼 

亞 軍 益聯投資 
*林昀儒、**蘇致、袁天凡、馮孝忠、關文皓、劉縉諾、   

劉耀祖、**杜凱琹、黃芊柔、李凱敏 

季 軍 莎莎國際 
*黃鎮廷、**何鈞傑、游昇浩、鄭楚峰、陳炳強、黃嘉浩、 

郭浩泉、**李皓晴、#林依諾、傅靖嵐、麥廷而 

殿 軍 大鵬體育 
*孔令軒、**陳顥樺、林靖杰、孔繁勁、嚴浩然、梁兼維、  *

劉穎、嚴浩晴、吳僖桐、黃穎妍 

第五名 海山投資 
*王博、**林兆恒、姚鈞濤、莊棨甯、王夏陽、孔軍凱、   

趙頌熙、*袁雪嬌、#朱成竹 

第六名 華盛証券 
*羅 錚、李浩賢、何健聰、洪振軒、梁灝程、陳以信、    

蘇學龍、**蘇慧音、#李嘉宜、陳倩欣、陳思澄 

第七名 萬全乒乓 
*朱毅、*雷磊磊、**李漢銘、張昱傑、林芳燕、陳文浩、  于

諾、*顧若辰、#麥子詠 

第八名 狂飆 
阮浩軒、嚴文焯、胡振康、蔡鎮滔、甘家安、吳瑋豐、    

盧樂兒、陳俏言、譚倩芝 



2018「乒總盃」 

比 賽 成 績 

 

*  為專才、A 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 軍 莎莎國際 
*黃鎮廷、**何鈞傑、郭浩泉、高禮澤、鄭楚峰、陳炳強、

游昇浩、李皓晴、蘇慧音、林依諾、劉麒 

亞 軍 乒域 
*徐輝、**吳柏男、張 鈺、游華添、賴卓然、姜旭晟、   

彭子深、朱成竹、文廸君、林曉晴、胡艾琪 

季 軍 益聯投資 
袁天凡、*丁鴻策、**江天一、蘇致、黃嘉浩、劉縉諾、  

劉鎮杰、杜凱琹、張文靜、黃芊柔、李凱敏 

殿 軍 海山投資 
*柒嘉維、**林兆恒、趙頌熙、呂定龍、黃健惺、張昱傑、 

*趙琳、*趙閣、麥子詠、周穎詩 

第五名 振瑋動力 
*蔡偉、**關文皓、吳維祺、朱曉宇、吳卓軒、鄺啟軒、  

黃翰林、*張隨莎、吳穎嵐、周蔚洋 

第六名 華盛証券 
*羅 錚、李浩賢、洪振軒、孔繁傑、李冠毅、關晧勤、    

陳以信、*崔晨雪、陳倩欣、李嘉宜、蘇慧軒 

第七名 南華會 
*任博文、羅佳佳、謝嘉俊、孔軍凱、曾文進、許志聰、       

*常晨晨、*曹旋、許心怡 

第八名 金乒乓 
**李漢銘、麥景皓、李俊健、譚璟豐、麥凱峰、廖曉明、梁

榮基、*郭芮辰、羅以琳、鄧潔瑩、彭正心 



2017「乒總盃」 

比 賽 成 績 

 

*  為專才、A 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海山投資 
李逸軒、趙頌熙、張昱傑、**林兆恒、*任博文、麥子詠、

鍾善穎、*趙琳 

亞軍 益聯投資 
袁天凡、劉縉諾、劉耀祖、蘇致、*江天一、**李漢銘、      

李凱敏、黃芊柔、*杜凱琹、*張文靜 

季軍 乒域 
麥子謙、彭子深、賴卓然、伍煒業、許冠生、**張鈺、        

*蘇鈺杰、朱成竹、梁葭蘊、文廸君、吳僖桐 

殿軍 金乒乓 
麥景皓、賀方正、陳以信、曾俊樺、嚴浩然、**關文皓、      

*王麒凱、李清韻、嚴浩晴、林暐昕、鄧潔瑩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莎莎國際 
莊棨甯、鄭楚峰、詹朗天、許鉞、郭浩泉、**吳柏男、        

*林晨、蘇慧音、林依諾、劉麒、傅靖嵐 

振瑋動力 
吳維祺、朱曉宇、黃嘉浩、吳卓軒、黃健惺、黃翰林、        

*陳曦、吳穎嵐、盧樂兒、周蔚洋、* 姚彥 

香港體育 
游昇浩、鮑奕文、羅子鋒、葉振基、梁偉強、*黃鎮廷、       

*陳炳強、丁心言、陳瑋文、陳奕珺 

南華 
羅佳佳、謝嘉俊、孔軍凱、曾文進、許志聰、邱煌智、       

周穎詩、許心怡、叶麗婷、*常晨晨 



2016「乒總盃」 

比 賽 成 績 

 

*  為專才、A 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莎莎國際 
*唐鵬、**李漢銘、鄭楚峰、莊棨甯、高禮澤、郭浩泉、       

*帖雅娜、吳穎嵐、劉麒 

亞軍 振瑋動力(A) 
*程靖淇、吳維祺、朱曉宇、吳卓軒、黃嘉浩、黃翰林、      

黃智傑、*姚彥、盧樂兒、李卓潼 

季軍 凱敏證券(A) 
*何鈞傑、*陳劍、鄧國基、趙頌熙、林如瀚、陸柏亨、鄭

鈞蔚、李嘉宜、林依諾、陸思妤、黃芷翎 

殿軍 凱敏證券(B) 
*李珂磊、李浩賢、李逸軒、嚴文焯、洪振軒、蘇學龍、      

李冠毅、蘇慧音、蘇慧軒、陳倩欣、吳穎祺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南華會 A 
羅佳佳、曾文進、謝嘉俊、張彥陶、陳建鋒、邱煌智、鄭

俊仁、*常晨晨、*李菁、許心怡、鄧悅恩 

柏萃體育 
*林靖杰、*徐嘉言、曾浩文、蔡俊、游華添、楊甯、           

鄧量弘、蔡麗妍、林樂恩、何穎然、林宛悠 

德祥地產 
*夏易正、**吳柏男、孔軍凱、梁二仁、于諾、顏學鋒、      

李澤天、朱成竹、王麗咏、陳秀淇、*李皓晴 

旋風 *金恩華、潘尚熙、任浩文、黃承聰、鍾善穎、羅以琳 



2015「乒總盃」 

比 賽 成 績 

 

*  為專才、A 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莎莎國際 A 

 

許鋭鋒*、吳柏男**、鄧國基、洪佳南、林如瀚、曾瀚賢、

郭浩泉、林依諾、李嘉宜、陸思妤 

亞軍 
耀中 

 

張鈺*、關文皓**、陳杰、許鈺龍、易晉、徐海謙、董倫、

黃婧*、周穎詩 

季軍 振瑋動力 A 
張宇傑、吳卓軒、黃嘉浩、朱曉宇、黃翰林、吳振瑋、時

晨希*、周蔚洋 

殿軍 香港體育 A 
黃鎮廷*、李漢銘**、鄭楚峰、任浩文、莊棨甯、許鉞、劉

麒、王重云、麥俊麗、鍾文詩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凱敏證券 
張國智*、李逸軒、鄺禹坤、嚴文焯、關晧勤、李浩賢、蘇

慧音、陳倩欣、陳瑋文、蘇慧軒 

南華 A 
謝嘉俊、羅佳佳、張彥陶、許志聰、曾文進、劉綽楠、邱

煌智、李佳*、孔千溦、許心怡、梁晴睎 

海山投資 A 
雷磊磊*、林兆恒**、洪振軒、麥子謙、張昱傑、葉啟天、

杜凱琹*、麥子詠 

德祥地產 
賴乙燿*、潘尚熙、梁二仁、李偉麒、李澤天、顏學鋒、郭

裕雄、鄭怡靜*、吳穎祺、王麗咏、陳秀淇 



2014「乒總盃」 

比 賽 成 績 

 

*  為專才、A 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海山投資 A 
林兆恒**、嚴文焯、黃嘉浩、張昱傑、雷磊磊*、葉啟天、

陳美珊、蘇慧音*、柳嘉靜、麥子詠 

亞軍 香港體育 A 
黃鎮廷*、鄭楚峰、王浩軒、盧傳淞、莊棨甯、李漢銘**、

林挺、劉麒、王詠彤、鍾文詩、麥俊麗 

季軍 德祥地產 
夏易正*、麥景皓**、蔡鎮滔、李逸軒、李浩然、潘尚熙、

陳杰、李皓晴*、朱成竹、陳秀淇、傅芍螢 

殿軍 凱敏証券 
鄧國基、李冠毅、何鈞傑**、林如瀚、劉鎮杰、申耀寰*、

曾瀚賢、李嘉宜、徐洁*、王重云、陸思妤 

前五名 

至 

前七名 

啟思國際 B 
張俊閔*、楊沛霖、陸緯軒、黃銘智、葉浩楠、劉博文、呂

倬邦、王麗咏、MUSKAAN、李瀛* 

佳鋒乒乓 
羅佳佳、孔嘉德**、孔鏵德、潘漢明、張彥陶、許志聰、

關嘉聲、李佳*、許心怡、孔千溦 

振瑋動力 
吳維祺、詹錦棠、謝嘉俊**、林靖杰*、張宇傑、鄧家駿、

吳卓軒、穆艷麗*、潘莊薇、陳倩欣、林樂恩 

愉園 
利達偉、馮林*、趙頌熙**、洪振軒、鄧凱仁、梁梓菁、呂

慧思、熊依琳 



2013「乒總盃」 

比 賽 成 績 

 
*  為專才、A 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啟思國際 A 
林宣名*、林靖杰**、李浩然、黃銘智、黃銘禧、于諾、 

林勵衡、李皓晴*、程蔚、林樂恩、傅芍螢 

亞軍 香港體育 A 
黃鎮廷*、李漢銘**、鄭楚峰、盧傳淞、鄺啟軒、鄭栢晞、

李泓鋒、劉麒、吳宛蔚、宮蕙英 

季軍 海山投資 A 
廖曉明、黃嘉浩、孔鏵德、王夏陽、曾文進、葉啟天、 

董婕*、吳敏寧 

殿軍 公民 B 
李逸軒、羅浩鋒、蔡鎮滔、吳瑋豐、林民熹、盧樂兒、 

鍾善穎、王重云、詹嶼番 

前五名 

至 

前七名 

祥灃科技 
麥景皓**、柯深文*、張宇傑、鄧國基、林如瀚、余導祥、

余梓濼、吳穎嵐*、吳紅蓼、李嘉宜 

愉園 
趙頌熙**、馮林*、吳卓軒、洪振軒、利達偉、容駿濤、杜

凱琹*、麥子詠 

好景乒乓 
蘇鈺杰*、林志恒、吳哲鋒、蔡德成、陸緯軒、林昇鵬、陳

少鋒、周蔚洋、吳嘉莉 

佳鋒 1 隊 
洪子翔*、孔軍凱**、潘尚熙、潘漢明、周榮生、鄭怡靜*、

林依諾、孔千溦 



2012「乒總盃」 

金盃組成績 

 

*  為專才、A 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精薈 趙鵬* 謝嘉俊** 阮浩軒 張溢豐 姜華珺* 毛熙嬋    

亞軍 香港體育  
Persson Jorgen* 江天一* 黃鎮廷** 鄭楚峰 陳震釗 李泓

鋒  唐麗穎* 管夢圓* 劉麒 鍾善穎  

季軍 愉園 利達偉 馮林* 趙頌熙** 林兆恒 洪振軒 杜凱琹* 麥子詠    

殿軍 精英製模 
廖曉明 陳杰 丁鴻策* 劉舒健* 楊悰傑 陳玉聲 宋志強* 

蘇慧音 蔣慧* 陳麗達   

前五名 

至 

前七名 

博一 
李一聞 李冠毅 麥景皓** 柯深文* 鄺禹坤* 劉振宇 李晉

鏗 穆艷麗* 林朗而 龍婉枝   

佳鋒 羅佳佳* 關嘉聲 孔軍凱** 馬如龍 周芳芳* 吳嘉儀  

海山 
王夏陽 林芳燕 施能璇 曾文進 李漢銘** 廖天真* 曹旋* 

石丹 陳美珊   



銀碟組成績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祥豐科技 余導祥 余梓濼 鄧國基 張宇傑 林如瀚 吳紅蓼 李嘉宜    

亞軍 榮豐金行 
蔡鎮滔 吳瑋豐 李逸軒 羅浩鋒 吳哲鋒 盧樂兒 王重云 

陳俏言 盧樂琳  

季軍 香港體育 A 
陳炳強 羅浚龍 黃承聰 朱振宗 郭忠平 林挺 容度朗 吳

宛蔚 陳雪瑩    

殿軍 佳鋒 1 潘尚熙 關文皓 王浩軒 郭世榮 王詠彤 曾綽瑤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南華紅 
鄺啟軒 林志恒 吳嘉倫 潘漢明 李志潔 譚皓賢 郭倬鈴 

孫西子 吳嘉莉   

南南 
李忠謙 李忠僖 游昇浩 巫兆聰 楊易誠 陳祉謙 馬銘賢 

梁梓菁 梁梓琳    

公民 A 
梁俊豪 馬嘉樂 林志濤 梁二仁 郭震榮 陳進業 梁灝程 

周蔚洋 葉芷恩 雷樂兒 鍾穎欣  

精薈 A 
鄧凱仁 黃嘉浩 吳卓軒 嚴文焯 吳祖謙 吳穎祺 香雅玲 

陳韻彤 趙慧明  

 



2011「乒總盃」 

成績 

 
*  為 A 球員、專才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最具體育精神獎︰海山投資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香港體育 A  
*高禮澤 陳焯杰 林挺 容度朗 李漢銘 黃鎮廷  

*徐潔 鍾善穎 劉麒 

亞軍 精薈 
*趙鵬 羅浩鋒 鄧凱仁 關晧勤 劉永賢 李清韻  

吳穎祺 *劉子靜 桑亞嬋 

季軍 海山投資 
王夏陽 林芳燕 盧啟璸 **謝嘉俊 *黃智韜 

林泳瑤  *胡娜 

殿軍 博一 
李冠毅 李一聞 *林明河 梁俊豪 陳進業 李晉鏗 陳雅堂 

羅以琳 葉芷恩  **于國詩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祥灃科技 
余導祥 余梓濼 鄧國基 張宇傑  *趙崇科 

吳紅蓼 李嘉宜  *周沬 

振瑋動力 
吳維祺 鄧家駿 陳潤恒 魏焯銘 黃智傑  *陸永輝 

* 穆艷麗 陳倩欣 方希嵐 鄧善之 

愉園 
利達偉 *馮林 **趙頌熙 林兆恒 洪振軒 潘漢明 

蘇慧音 蘇樂琳 

天源國際 
簡澤源 劉天安 麥子謙 潘健男 *柳成亮 

*吳筱紅 麥子詠 



2010「乒總盃」 

成績 

 
*  為 A 球員、專才球員及外援 

** 為 B 球員 

 

最具體育精神獎︰乒乓球學校 B 

 

名次 得獎隊伍 隊員姓名 

冠軍 佳鋒 1 
*陸煜煒 *吉田海偉 **謝嘉俊 孔軍凱  

謝仲軒 程蔚 陳瑋文 

亞軍 香港體育 A 
容度朗 郭忠平 陳偉才 廖穩祥 **黃鎮廷  

林挺 *高禮澤 宮蕙英 陳雪瑩 鍾善穎 

季軍 乒乓球學校 B *江天一 關文皓 張岩 麥景皓 **李皓晴 吳嘉儀 潘莊薇 

殿軍 愉園體育會 B *馮林 **趙頌熙 林兆恒 洪振軒 林依諾 張倩珩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乒乓球學校 A 
麥瀚升 陳志穎 阮浩軒 *林靖杰  

李浩然 *趙崇科 王重云 **管夢圓 

希望之星 
鄭楚峰 孔鏵德 孔嘉德 朱凱源  

*趙寶昊 蘇慧音 劉淨嵐 *王秋伊 

恒達 A 馬如龍 關嘉聲 葉浩楠 周勁剛 張君朗 *賈林青 *張洋 

大褔證券 A 
吳維祺 鄧國基 **李冠毅 張宇傑  

鄧家駿 *張鈺 吳紅蓼 *穆艷麗 陳莎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