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

男子雙打參賽者名單
更新日期：26/04/2022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1 金恆樂 26 藍禮文 51 蔡德成 76 林逸晨
關珈謙 藍禮俊 楊振洛 林逸曦

2 曾汸 27 張銘賢 52 方啓光 77 鄧識苟
簡煥文 李俊威 林佳楠 梁湖滄

3 陳宇樂 28 李世昌 53 劉肇源 78 蕭予正
陳宇桐 朱健強 賴卓然 邱鈞霆

4 鄭浩鋒 29 葉奕延 54 嚴浩然 79 周名亮
黎飛陽 鄧浩揚 梁嘉晉 余俊賢

5 彭昊章 30 蔡楠 55 李澤浩 80 陳文浩
陳凱楓 蔡熹 吳韋霆 謝偉強

6 方昭宇 31 譚舜宇 56 邱晙銘 81 楊志強
張兆華 譚舜行 周裕豪 潘文超

7 張家寶 32 陳允祈 57 林如瀚 82 李振聲
張信堂 陳仲康 吳卓軒 黃冠綸

8 余梓樂 33 汪世恆 58 吳兆騏 83 梁倬寧
胡家滔 鄧卓灝 林智健 梁仲寧

9 李熊煒 34 黃浩昇 59 陳君皓 84 洪振軒
施灝軒 李啟軒 曾俊海 孔繁傑

10 李嘉聰 35 潘卓朗 60 李駿傑 85 梁德峰
鄭智鏗 鄭立橋 林泳濠 朱維德

11 梁雋謙 36 謝穎豪 61 梁斌 86 余學謙
梁敏聰 鄧皓原 黃景輝 周榮然

12 許鉞 37 彭俊嘉 62 陳君諾 87 李翰文
楊戈 唐卓言 何文佳 梁詠賢

13 黃曉峰 38 許正謙 63 馮俊琛 88 楊沛霖
田宇皓 陳璿懃 溫保庭 張彥陶

14 彭穎進 39 高晉熹 64 陳浩樑 89 張宇傑
鍾子文 梁灝程 陳帕劻 梁俊豪

15 張軒爾 40 蔣敬倫 65 陳以信 90 許維融
楊逸曦 陳建中 蘇學龍 鄧卓華

16 劉堅榮 41 洪梓偉 66 卓建南 91 黃樂
謝育鋥 唐穎揚 馮浩然 何啟燊

17 黃梓嚴 42 方梓富 67 羅康彥 92 董啓傑
林良傑 朱鋽烽 葉子仁 董家祺

18 郭昊翔 43 葉頴韜 68 吳宇洋 93 鄧柏灝
陳樂浠 葉鎮霖 蕭家健 黃敬朗

19 楊德勤 44 梁凱謙 69 方紫匡 94 陳上正
鄭凱暘 聶梓峯 陳德智 陽葰熹

20 李皓正 45 梁競夫 70 吳日朗 95 李穎童
關進宏 梁柱恩 鍾智仁 陳浩柏

21 黃澤恩 46 趙勁 71 吳焯熙 96 黃梓豪
葉澄生 丘鋒元 羅栩弦 馮柏耀

22 李漢銘 47 劉耀祖 72 劉智賢 97 黎騏豪
關文皓 朱振宗 楊衍駿 劉家志

23 劉駿熙 48 陳顥元 73 江陽宜 98 梁東發
葉浚銘 黃焯珩 區漢達 蕭穎霖

24 蕭子賢 49 吳瑋豐 74 呂鍵灝 99 何季興
譚榮峯 蔡鎮滔 姚日謙 孔暐燁

25 丁少聰 50 盧曉傑 75 麥景皓 100 李冠燁
陸柏亨 張耀升 吳維祺 李冠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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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華傲雪 126 呂陶 151 陳國強 176 楊曉烽

范珏斌 李嘉謙 郭建武 陳沛聰

102 張智強 127 楊恒朗 152 王子恒 177 嚴文焯

陳浩源 林俊傑 林靖杰 呂定龍

103 莊泳稀 128 陳樂天 153 林逸哲 178 陳子軒

歐朗然 莊建業 余卓熹 高進然

104 何君泰 129 蘇浩然 154 許仕恒 179 徐健朗

何俊濤 陳威廉 丘浩賢 馬俊傑

105 張朝濱 130 蘇旭暉 155 余柏賢 180 曾俊文

游華添 蘇倬民 吳柏志 梁俊翹

106 楊安尹 131 江義信 156 張栢希 181 黃家謙

鄧永全 江義尊 朱鋽懷 張梓希

107 梁志建 132 徐向榮 157 吳哲鋒 182 李彥衡

杜俊彥 徐文進 陳晉生 姚梓駿

108 葉劻霖 133 馮健邦 158 鍾昊霐 183 陳建珊

徐君耀 張志成 陳弘毅 余志江

109 曾子樂 134 林志標 159 莊晁瑋 184 陳偉傑

崔展霆 池承澤 余榮亨 布銘亮

110 梁嘉倫 135 潘尚熙 160 林昇鵬 185 謝樂天

李潁林 梁灝程 黎子恒 何聶聞

111 施俊輝 136 鄧啟恆 161 馮偉傑 186 馬棹恒

施禮賢 袁匡鉦 曾浩文 許宸溢

112 吳遠通 137 吳卓軒 162 楊懷輝 187 黃智威

蔡俊文 嚴浩楠 劉卓軒 李宛駿

113 麥子浩 138 黃雋希 163 陳振輝 188 黃浩竣

莫浩雲 黃健惺 張志豪 譚俊星

114 梁譽軒 139 鄧家駿 164 李銘澤 189 朱栢聰

伍煒業 魏焯銘 譚智輝 李朗軒

115 呂承亨 140 任健齡 165 朱曉軒 190 蔡仲晞

麥淞瑋 黃家而 廖定謙 許家強

116 王昀希 141 黃貝得 166 楊炳昭 191 蔡智康

劉嘉熙 許煜梵 黃俊熹 朱浩弘

117 陳家麟 142 黃曉裕 167 蕭榮輝 192 李梓泓

郭世榮 李逸軒 鄧崇俊 翁煒軒

118 謝梓朗 143 甘家安 168 譚朗聰 193 羅貴培

梁栢僑 梁凱傑 杜建邦 陳堅

119 袁俊華 144 張淳晞 169 黎俊偉 194 WOUDSTRA BAS

何嘉濤 黃宇陞 林英銳 CURRAN

120 林志濤 145 劉綺晨 170 潘澤興 195 李啟諾

阮浩軒 劉律勤 王傲喬 藍心聰

121 葉錦堂 146 何肇中 171 馮智研 196 鄺啟軒

鄭漢波 譚仲民 張家希 梁鎮源

122 翁德正 147 阮柏諾 172 余昭進 197 梁宇軒

譚政文 何定謙 鄧智文 王浩賢

123 麥浩正 148 張力衡 173 張偉濤 198 梁哲維

姚鎮軒 張奕衡 蔡宇晉 何健聰

124 李澤天 149 鄭智聰 174 徐俊明 199 蔡奮捷

李建揚 林曉陽 林逸榮 施清爽

125 高震朗 150 王頌祺 175 徐鎮威 200 羅新彥

羅浩峰 林子釗 吳穎奇 張栢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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