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男子戊組

抽籤結果

隊伍名稱 球會/團體名稱 備註

2 一片乒心

3 一銘體育B 香港一銘體育文化有限公司

5 一銘體育D 香港一銘體育文化有限公司

7 九龍官乒A

10 九龍匯智B 九龍匯智

11 九龍匯智C 九龍匯智

12 九龍塘會 九龍塘會

15 大埔體育會

19 E0004100138 此為網上報名參考編號，需要改名

21 井蛙乒團 井蛙乒團
23 天地會

25 天悅乒團

28 少將之星B 乒域

29 文化有限

30 日光

33 火箭乒團A

37 主動乒團 融達

39 打擊乒樂團

41 乒一體育A 乒一體育

43 乒一體育C 乒一體育

45 乒力之星A 乒力之星

48 乒之奧B 乒之奧

49 乒火

50 乒生少精A

52 乒乓攻防

54 乒乓匯智C 乒乓匯智

56 乒乓匯智F 乒乓匯智

59 乒乓新世代 新世代乒乓球訓練中心

61 乒乓學校A 中國香港乒乓球學校

62 乒乓學校B 中國香港乒乓球學校

64 乒乓聯誼會

65 乒乓薈聚D 乒乓薈聚

67 乒乓薈聚F 乒乓薈聚

68 乒乓薈聚G 乒乓薈聚

69 乒同道合 支票欠”Ltd”

71 乒星少青B

74 乒健少年A 乒健少年

75 乒健少年B 乒健少年

76 乒略

77 乒匯體育 乒匯體育

79 乒匯體育K 乒匯體育

80 乒匯體育V 乒匯體育

81 乒遇

82 乒瑪 乒瑪會

84 乒樂滙

1) 上述紅字列明需要改隊名的球隊需於7月14日前以電郵書面通知更改的隊名。電郵地址︰gracecheuk@hktta.org.hk

2) 請各中籤隊伍的負責人確定辦妥球員的註冊，如7月14日前仍未辦妥，將會取消該球員的參賽資格。 1/5



2021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男子戊組

抽籤結果

隊伍名稱 球會/團體名稱 備註

86 乒毅C 乒毅

87 乒毅D 乒毅

88 乒毅體育A 乒毅體育

91 乒聯乒訓B 乒聯乒訓

93 乒鑽 B 乒鑽

94 伍*隊 需要改名

96 好友乒團 好友乒團

97 旭藝 旭藝

102 宏兆集團

103 宏翱乒藝F 宏翱乒藝

105 宏翱乒藝H 宏翱乒藝

107 希望少將A 希望少將
109 希望領域 希望領域

111 快樂乒乓

115 E0004100042 此為網上報名參考編號，需要改名

117 卓爾三隊 卓爾乒乓球中心

119 奇英

120 奔走四圍隊

123 東山朝陽

124 東區球會B 東區球會

127 金乒乓 金乒乓體育會有限公司

128 金輝E 金輝

129 長洲乒乓 長洲乒乓球會

130 青屯乒室D 青屯乒室

133 青青

134 俊昇D 俊昇

135 勇敢乒團 融達

138 城記

139 思行合一A

141 思行合一C

142 思行合一D

146 柏萃A 柏萃乒乓球學院

147 柏萃B 柏萃乒乓球學院

148 柚子體育A 柚子體育

150 柚子體育C 柚子體育

153 活力乒乓 連立邦乒乓球訓練社

154 活力星A 活力星體藝會

158 流星一號

159 皇友會 皇友會

160 皇乒A

161 皇乒B

162 突破乒團

163 美誼

167 飛躍乒乓 飛躍乒乓

169 飛躍動力A 培僑書院

1) 上述紅字列明需要改隊名的球隊需於7月14日前以電郵書面通知更改的隊名。電郵地址︰gracecheuk@hktta.org.hk

2) 請各中籤隊伍的負責人確定辦妥球員的註冊，如7月14日前仍未辦妥，將會取消該球員的參賽資格。 2/5



2021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男子戊組

抽籤結果

隊伍名稱 球會/團體名稱 備註

171 香港龍一C 香港龍一乒乓球俱樂部

173 香港體育C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174 香港體育D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175 展藝體育A 展藝體育

176 展藝體育B 展藝體育

178 悅天A

179 悅天少年

181 海乒聯

182 海基B 海基乒乓球會

183 海基C 海基乒乓球會

184 海嵐C 海嵐球會

189 耆丁

190 耆乒隊

192 閃耀飛祥

193 隼星A

195 隼星C 隼星乒乓球會

197 隼星E 隼星乒乓球會

199 唯美乒乓

201 啟思國際D 啟思國際

202 啟思國際F 啟思國際

205 域健A 乒域

207 康熙體育A 康熙體育

208 康熙體育B 康熙體育

211 康熙體育E 康熙體育

212 張明添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13 張記乒團

214 張記乒團B

215 得富利

216 悠乒樂

218 捷菁體育B 捷菁乒乓球體育中心

220 捷菁體育D 捷菁乒乓球體育中心

221 教大之友
222 教大乒T

223 旋風乒乓A 旋風乒乓球學院

225 旋風乒乓C 旋風乒乓球學院

227 旋風乒乓E 旋風乒乓球學院

228 深井天主教

232 陳瑞芝B 仁愛乒乓球訓練中心

234 凱杰B 凱杰球會

236 凱團

237 創藝 ll 創藝

238 善樂 善樂球會

241 喜雨C 喜雨體育

243 喜雨海國A 海國體育

245 嵐海E 嵐海體育

1) 上述紅字列明需要改隊名的球隊需於7月14日前以電郵書面通知更改的隊名。電郵地址︰gracecheuk@hktta.org.hk

2) 請各中籤隊伍的負責人確定辦妥球員的註冊，如7月14日前仍未辦妥，將會取消該球員的參賽資格。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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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名稱 球會/團體名稱 備註

246 嵐海F 嵐海體育

248 嵐海I 嵐海體育

249 港九新聯盟

253 無玷聖心

254 無敵風火輪

256 菁悅B 菁悅乒乓球會

257 菁悅C 菁悅乒乓球會

258 超級聯盟 香港乒乓球體育會

259 越峰體育會 越峰體育會

260 越戰越勇 領高國際球會

261 逸昇 逸昇

262 鈍乒

263 開源科技

264 雅健F 雅健

267 雅健J 雅健社

268 集思 支票欠”Ltd”

270 順風

272 匯智少年B

274 匯智少青

277 匯智體育B 匯智體育

279 圓玄二中 HKTAYY2SS

280 圓玄小學 保良局圓玄小學

284 新世代C 新世代乒乓球訓練中心 

286 新世代E 新世代乒乓球訓練中心

289 新星球會C 新星球會

292 瑞榮乒團

294 聖博德

295 零分戰隊

299 漢傑體育D 漢傑體育

302 漢傑體育G 漢傑體育

303 熊貓乒團

304 瑪神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308 精薈E 精薈體育

311 銘達A

313 領域少將B

314 鳳凰球會 鳳凰乒乓球會

316 摩斯科技

317 樂天A 樂天

319 樂乒B

321 樂研球會C 樂研乒乓球會

322 樂研球會D 樂研乒乓球會

325 翩翩男團B 翩翩乒乓球會

330 機管局 機場管理局職員康樂會

333 融智 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

335 優才

1) 上述紅字列明需要改隊名的球隊需於7月14日前以電郵書面通知更改的隊名。電郵地址︰gracecheuk@hktta.org.hk

2) 請各中籤隊伍的負責人確定辦妥球員的註冊，如7月14日前仍未辦妥，將會取消該球員的參賽資格。 4/5



2021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男子戊組

抽籤結果

隊伍名稱 球會/團體名稱 備註

337 環保新星 新星球會

338 薄扶林1號

339 邁步體育A 邁步體育

340 邁步體育B 邁步體育

342 顆粒大聯盟 顆粒大聯盟

344 點只乒乓 支票欠”Ltd”

345 爆烈乒團

346 藝生 藝生有限公司

347 競研乒乓A 競研乒乓

348 競研乒乓C 競研乒乓

349 競研乒乓D 競研乒乓

351 耀中一 耀中

353 耀中三 耀中

354 耀煒陽光A 耀煒陽光

355 權乒乓

32 火炬乒乓

13 E0004100128 此為網上報名參考編號，需要改名

341 邁步體育C 邁步體育會

132 青乒B 青乒

38 平衡點 思源學習

9 九龍匯智A 九龍匯智

140 思行合一B

47 乒之奧A 乒之奧

66 乒乓薈聚E 乒乓薈聚

100 何福乒乓 何福乒乓 部份隊員欠簽名

後補名單 - 如上述名單隊伍未按時付款及補回資料，將按以下次序通知補上。

1) 上述紅字列明需要改隊名的球隊需於7月14日前以電郵書面通知更改的隊名。電郵地址︰gracecheuk@hktta.org.hk

2) 請各中籤隊伍的負責人確定辦妥球員的註冊，如7月14日前仍未辦妥，將會取消該球員的參賽資格。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