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

混合雙打參賽者名單
更新日期：24/11/2021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1 譚志宏 26 李嘉謙 51 陳文浩 76 陳家豪
譚詩澄 劉姵廷 李泳賢 龐雅文

2 萬家良 27 葉泳樞 52 歐陽美絃 77 何聶聞
萬芊希 葉紫悠 朱浩弘 馬楚珍

3 郝闓運 28 李啟諾 53 陳懷希 78 林泳濠
李證兒 韋綺琳 龐雅之 翁芷澄

4 鄧柏朗 29 雷電 54 黃冠綸 79 祝珺瑋
唐慧蕎 叶麗婷 潘麒茵 曾俊海

5 賴卓然 30 陳浩源 55 蕭穎霖 80 司徒詠怡
葉卓怡 林文悅 周昭慧 何嘉濤

6 陳柱熙 31 潘卓朗 56 楊安尹 81 梁雋謙
孟欣熹 林曉晴 張雪芹 譚芯宇

7 梁詠賢 32 羅嘉杰 57 阮柏諾 82 江陽宜
尹康潼 王曉琳 阮芯諾 陳秀珠

8 樊諱諾 33 蘇恩潼 58 游華添 83 盤嘉慶
樊巧瀅 池承澤 林麗偉 周芷嫻

9 陳上正 34 葉皓峰 59 CURRAN 84 陳暉鏇
劉昕瑜 沈昕穎 李齸葑 陳健華

10 陳德寶 35 黃樂軒 60 謝梓朗 85 李清韻
余潔霞 彭正心 王瑞琪 關文皓

11 梁志榮 36 潘澤興 61 邱鈞霆 86 洪振軒

梁航菲 胡紫晴 曾梓桐 吳詠琳
12 馮偉傑 37 黃馨瑤 62 吳子軒 87 嚴浩晴

伍美儀 袁俊華 何婉文 于諾
13 徐健朗 38 沈幸儒 63 蘇倬民 88 杜俊彥

陳穎彤 沈考翹 陳奕臻 杜凱琹
14 梁灝程 39 葉炅錡 64 許煜梵 89 李翰文

郭忻澍 吴沐彦 楊鍏晴 李卓潼
15 吳瑋豐 40 司徒敬倫 65 胡朗庭 90 曾梓峻

陳俏言 陳慧莊 林心懿 范詠詩
16 林逸榮 41 李澤浩 66 夏心悅 91 朱栢聰

陳麗萍 葉凱翹 林逸曦 羅芷君
17 梁凱傑 42 蘇浩然 67 洪啟智 92 李凱敏

陳曉恩 林芷澄 黃鐘慧 劉鎮杰
18 陳梓皓 43 劉志思 68 胡昕 93 梁俊豪

高舒婷 韋楚璇 簡煥文 文迪君
19 鄧啟滔 44 李昊爖 69 楊景豪 94 梁灝程

梁瑋莉 黃敏妍 楊子潁 陳瑋文
20 郭志文 45 黃寶雄 70 麥景皓 95 林佳楠

高雅馨 黃樂琛 鄧潔瑩 劉麒
21 高晉熹 46 林賢樺 71 鄒頌堅 96 陳知行

周宛縈 楊潁雪 呂鳳珠 羅心怡
22 廖世康 47 陳永強 72 何健聰 97 林靖杰

黃雪怡 涂玉英 陳韻彤 林宛悠
23 呂慧思 48 楊衍駿 73 譚永達 98 呂定龍

黃雋希 黎芷其 陳靜心 方焯琪
24 陳子軒 49 方昭宇 74 黃芷穎 99 吳卓軒

卞嘉遙 方昭怡 陳美淇 周蔚洋
25 梁哲維 50 馮慧珠 75 周名亮 100 張彥陶

周建敏 楊戈 廖朗喬 趙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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