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德祥地產 鄧國基、柯深文、麥景皓、蘇致、陳顥樺 

亞軍 香港體育 張鈺、黃樂、鮑奕文、李漢銘、陳炳強、姚鈞濤 

季軍 英華 鄭楚峰、梁二仁、黃嘉浩、朱浩弘 

季軍 南華會 A 羅佳佳、謝嘉俊、洪振軒、蔡俊杰 

第五至八名 

漢傑體育會 呂定龍、賀方正、鄺禹坤、吳兆聰 

漢傑體育 林兆恒、吳柏男、曾梓峻、郭晉傑、黎子華 

皇鑽匯智 李翰文、甄正彥、陳韋曦、吳穎奇、莫浩雲 

振瑋動力 吳維祺、朱曉軒、朱曉宇、吳卓軒、嚴文焯、鄺啟軒 

男子乙組 

冠軍 乒乓薈聚 C 王祚潤、麥子謙、梁嘉晉、鄭栢晞、文國麟 

亞軍 乒域 C 李逸軒、蔡鎮滔、吳瑋豐、黃曉裕、呂陶、黃鏗 

季軍 香港乒乓網 潘卓朗、呂衍麒、蘇學龍、陳樹恩、萬啟山 

季軍 展藝體育W 洪啟智、蔡德成、陳帕劻、陳浩樑、陳明禮 

第五至八名 

乒乓薈聚 A 伍煒業、譚朗聰、麥子浩、陳勇龍 

宏翱乒藝 A 陳浩源、陳子榮、岑俊賢、陳少峰 

香港體育 B 楊戈、陳知行、許鉞、蔡楠 

宏翱乒藝 陳文峰、葉泳樞、葉浚銘、張智強、金志堅 

男子丙組 

冠軍 天悅球會 A 梁東發、黎騏豪、王志賢、梁偉南、劉家志 

亞軍 雅健 C 劉綺晨、梁兼維、陳敬延、劉偉其、劉律勤 

季軍 耀中 呂承亨、蕭予正、邱鈞霆、勞衍智、韓士象 

季軍 展藝體育 Y 李一聞、陳進業、陸德強、張耀升、陳建行、麥浩正 

第五至八名 

啟思國際 C 李天朗、任奕溍、范珏斌 

之科體育社 梁灝程、劉縉諾、李潼謙、杜俊彥、梁競夫 

啟思國際 B 蔡智康、李浩然、陳祉謙、葉浩楠、陳志豪 

青乒 Z 林曉陽、葉劻霖、鄭智聰、羅浩 

男子丁組 

冠軍 英華 A 李志潔、羅梓濠、張穎康 

亞軍 一銘體育 A 方啓光、林佳楠、羅新彥、何定謙、張栢豪 

季軍 乒星少青 A 成駿賢、黃樂軒、謝國雄、李柏翹 

季軍 域乒 C 沈家齊、余家匡、蘇倬民、余俊賢 

第五至八名 

乒乓薈聚 D 黃炳忠、謝樂天、王康樂、梁華毅、梁譽軒、楊甯 

匯智少青 黃家而、黃貝得、許煜梵 

隼星 A 梁凱竣、姚鎮軒、麥啟東、梁富林 

旋風乒乓 A 潘尚熙、李嘉銘、林志標、曾智聰、陳樂浠 

 

 

 

 



2022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戊組 

冠軍 乒乓球局 郭允文、伍啟侖、曾燕填、羅嘉華、常睿 

亞軍 立邦乒訓 A 陳永強、馮有財、陳志恒 

季軍 精薈 B 王海達、石浩倫、鄭一言、馬沛言、周塏燊 

季軍 嘉聯 B 李志明、梁倬寧、胡必信、梁汝康 

第五至八名 

青屯爸打 劉堅榮、吳貴華、謝致謙、劉智賢、謝育鋥 

荃毅 B 胡栢強、陳偉倫、黃冠綸、李振聲、陳健平 

飛馬乒乓 馮偉祈、黃振中、馮澤輝、李携曦、黃浩正 

月光  曾志超、伍偉樂、鄭偉民 

女子甲組 

冠軍 香港體育 陳劭藍、馬一心、陳瑋文、李卓潼、黃凱彤 

亞軍 活力星 馮慧珠、張文靜、吳詠琳、周昭慧、嚴浩晴 

季軍 南華 梁葭蘊、叶麗婷、黎芷琦、羅心怡、林天怡 

季軍 南華會 李嘉宜、朱成竹、吳嘉敏、黃芊柔、魯桂廷、王重云 

女子乙組 

冠軍 精薈 B 陸思妤、彭愷琳、麥廷而、李倚潁 

亞軍 精薈 C 周嘉晴、江鎧澄、蘇絺嵐、曾咏琪 

季軍 雅健 B 李梓維、黃馨瑤、王曉琳、羅沛原、黃祉睿 

季軍 自由騎士 陳韻彤、呂慧思、吳煒彤、陳琛妍 

女子丙組 

冠軍 一銘體育 A 劉麒、阮芯諾、吳幸洳、黃文懿、陳玥之 

亞軍 精薈 F 唐瑤瑤、林裕臻、利凱琳、張嘉鈺、李仲欣 

季軍 薈粹 C 李澤殷、謝芷柔、徐心頤、楊凱晴 

季軍 薈粹 A 胡洛懿、方心愛、賴穎芯、林采熹 

女子丁組 

冠軍 銀河乒舍 B 陳巧芝、田芳宜、周潁桐、戴卓穎、符加蔚、陳子晴 

亞軍 香港體育 B 郭晞晴、陸悅、葉蔚葹、陸忻 

季軍 香港龍一 司徒俙旻、盧思穎、林恩羽、施晞霖、何佩阳 

季軍 迷你乒 梁琬貞、李苑瑜、黃鐘慧、胡昕 

 

 

 



2021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漢傑體育 鄺禹坤、林兆恒、吳柏男、曾梓峻、吳穎奇 

亞軍 香港體育 李漢銘、姚鈞濤、陳炳強、張鈺、黃鎮廷 

季軍 南華會 A 羅佳佳、謝嘉俊、洪振軒、蔡俊杰 

季軍 展藝體育 S 徐鎮威、黃健惺、賴卓然、張昱傑 

第五至八名 

英華 黃嘉浩、梁二仁、朱浩弘、孔繁傑 

愉園 陳以信、李柏濠、戴駿傑、趙謹 

金輝 鄧家駿、張宇傑、梁俊豪、陳潤恒 

德祥地產 鄧國基、柯深文、林靖杰、林喜財、何鈞傑 

男子乙組 

冠軍 振瑋動力 吳維祺、朱曉軒、朱曉宇、嚴文焯、李冠毅 

亞軍 乒乓匯智 李翰文、陳韋曦、吳兆聰、蕭穎禧 

季軍 佳旺貿易 吳炳強、文嘉星、雷家文、陳志偉 

季軍 耀中體育 易晉、麥淞瑋、叶永梧、羅浚龍、陳章倩 

第五至八名 

毅旋  譚皓賢、朱健強、李晉鏗、李嘉浩、黎俊生 

乒域 B 李朗軒、梁哲維、翁子鈞、陳上珩 

香港乒乓網 潘卓朗、陳明禮、蘇學龍、陳浩樑、萬啟山 

香港體育 B 楊戈、羅子鋒、陳知行、許鉞、詹朗天 

男子丙組 

冠軍 乒乓薈聚 C 鄭栢晞、王浩軒、梁嘉晉、文國麟 

亞軍 南華會 B 甄正彥、李頌、尤頌蘅、李明澔 

季軍 乒域 C 陳智源、溫保庭、麥家杰、馮俊琛、蕭穎霖 

季軍 乒域 A 許冠生、羅嘉杰、何啟燊 

第五至八名 

乒乓薈聚 A 伍煒業、麥子謙、王祚潤、麥子浩 

乒域 F 林秉軒、呂衍麒、呂陶 

乒域 E 梁凱謙、聶梓峯、陳莃舜、黃力融 

漢傑體育 A 符杰禧、汪世恆、吳卓軒、林卓穎 

男子丁組 

冠軍 競研乒乓 李潁林、莫浩雲、辛康豪、陳威廉、蘇浩然 

亞軍 宏翱乒藝 E 劉駿熙、曹子浩、李駿傑、何季興、李彥衡 

季軍 東區球會 A 李偉全、黃鎮球、陳琮棓、練龍生、莫鎮宇 

季軍 志天地板 謝志強、李引強、劉肇源、WOUDSTRA BAS 

第五至八名 

嵐海 D 吳宇洋、李兆偉、余清鴻、郭建武 

龍一乒團 高梓衡、鍾智明、張建輝、陳健榮、郭偉明 

奇英乒乓 林晨哲、許智業、梁瑀倡、高銘鍵 

偉裕乒乓 C 賴振雄、朱柏霖、黃琛然、高哲仁 

 

 

 

 



2021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戊組 

冠軍 隼星 A 梁凱竣、麥啟東、姚鎮軒 

亞軍 宏兆集團 徐俊明、邱旭、盧曉傑、馮偉倫、李澤浩 

季軍 乒毅體育 A 黃耀民、梁嘉俊、范立衡、何俊濤 

季軍 乒乓薈聚 D 王康樂、黃樂軒、羅章藝、謝樂天、楊甯 

第五至八名 

乒星少青 A 何嘉濤、譚博軒、成駿賢 

匯智少青 黃家而、黃貝得、許煜梵 

旋風乒乓 A 潘尚熙、李嘉銘、林志標、李子豪 

環保新星 梁珀紳、謝子聰、吳雋堯、李俊諺 

女子甲組 

冠軍 南華會 朱成竹、李清韻、周穎詩、黃芊柔、李嘉宜 

亞軍 之科體育社 盧樂兒、麥子詠、江芷林、李凱敏、許煒 

季軍 活力星 馮慧珠、張文靜、嚴浩晴、周昭慧、吳詠琳 

季軍 香港體育 陳劭藍、黃凱彤、陳瑋文、陳美珊、李卓潼 

女子乙組 

冠軍 天馬行空 雷樂兒、范詠詩、李恆珮、林文悅 

亞軍 南華會 A 叶麗婷、方焯琪、黎芷琦、林心懿、羅以琳 

季軍 啟思國際 A 羅芷君、張曼莉、湯詠嵐、歐陽美絃、陳秀淇 

季軍 宏翱乒藝 區榛婷、周建敏、林煒詩、譚芷甄 

女子丙組 

冠軍 邁步體育 B 繆康怡、胡葦澄、LU Youni、陸憫心、霍慧儀 

亞軍 雅各女團 李泳賢、潘妙兒、陳暉鏇、張宛霓、祝珺瑋 

季軍 乒域 E 黃舜希、黃曦文、洪琳 

季軍 活力星 A 王瑞琪、林巧敏、鄭穎翹、陳靜心 

女子丁組 

冠軍 薈粹 A 方心愛、賴穎芯、胡洛懿、林采熹 

亞軍 精薈 F 麥明芯、林裕臻、曾梓桐、唐瑤瑤、趙一暢 

季軍 乒毅女 A 胡紫晴、梁藹婷、蘇恩悅、香樂瑤、劉慧怡 

季軍 喜雨 A 蔡杏怡、袁桂妍、勞顯晴、黃天慧 

第五至八名 

域星 A 楊以琳、蘇恩潼、陳奕臻、方怡 

香港乒網 張慧怡、張萃雯、張雪芳 

廖曉明乒校 李瑩影、葉卓怡、黃彥、李許美嫦、馮詩悅 

匯青 A 林嘉茵、盧紫昕、方希嵐、張敏芝 

 

 

 



2018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莎莎國際 黃鎮廷、李漢銘、張鈺、鄭楚峰、陳炳強 

亞軍 漢傑體育 林兆恒、吳柏男、洪振軒、吳穎奇、蔡俊杰 

季軍 南華會 A 孔軍凱、張彥陶、羅佳佳、麥景皓、謝嘉俊 

季軍 德祥地產 鄧國基、姚鈞濤、林靖杰、吳華偉、何鈞傑 

第五至八名 

展藝體育 S 呂定龍、徐鎮威、李一聞、張昱傑 

香港體育 鮑奕文、游昇浩、陳顥樺、莊棨甯、梁鎮源 

愉園 林志恒、陳以信、鄧凱仁、于諾、曾梓峻 

英華 李志潔、梁二仁、黃嘉浩、陳載熙 

男子乙組 

冠軍 啟思國際 A 藍蔚、蔡智康、梁詠賢 

亞軍 漢傑體育會 鄺禹坤、郭晉傑、張子澄、張子浚、梁家瑞 

季軍 荃毅 A 吳哲鋒、吳瑋豐、李俊健、馮偉傑、胡振康 

季軍 乒訓社 A 林如瀚、鄭鈞蔚、陳慶璋、林喜財 

第五至八名 

乒域 B 陳上珩、李朗軒、翁子鈞、梁哲維 

金輝 A 魏焯銘、朱振宗、王德龍、李偉麒、鄧炳南 

乒域 D 陳勇奮、張文廸、馮俊瑋、陳天雋 

啟思國際 B 黃銘禧、黃銘智、陳祉謙 

男子丙組 

冠軍 青屯乒室 石頌謙、姚舜、鄭嘉樂、羅塏羲 

亞軍 乒訓社 C 李浩賢、李嘉謙、黃凱略、何浚彰 

季軍 乒乓匯智 A 張志豪、鄧啟恆、蕭穎禧、楊曉烽 

季軍 香港龍一 A 關嘉聲、黃芷穎、曾駿豪、張朝濱、李民傑 

第五至八名 

好朋友 施建武、趙國偉、黃家亮、鄭冬日 

隼星威信 黃鏗、郭仲良、梁凱傑、林昊瀛 

乒乓薈聚 B 馮皓昀、張頌威、林奕騏、譚朗聰 

活力星 鄧永康、吳兆聰、葉海杰、高晉熹、鄧裕康 

男子丁組 

冠軍 鋒恆國際 A 尤頌蘅、黃梓皓、凌子悅、葉錫鴻 

亞軍 香港龍一 張德明、莊偉豪、卓瑞燊、鄺瑞中、黎耀棠 

季軍 英華 E 張運洹、林暐燁、關榮昌、李朗行 

季軍 青乒 Z 蔡穎朗、林曉陽、丘浚亨、羅容斐 

第五至八名 

俊昇 A 張俊邦、李頌、梁樂軒、歐諾庭、龐澤鋒 

理乒聯 A隊 劉建華、張偉明、吳永恒 

乒乓薈聚 B 謝景禧、陳君諾、湯文浩、劉繼文 

乒域 L 郭君濠、施子聰、黃家俊、謝泓浚 

 

 

 

 



2018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戊組 

冠軍 俊昇 B 鄧啟滔、陳梓俊、姚曉原 

亞軍 宏翱乒藝 E 麥希榮、陳子軒、陳浚瑄、雷悅謙 

季軍 小乒聯盟 王凱祺、葉銘軒、李俊威、葉清源 

季軍 夢幻乒團 丘浚希、楊家軒、陳厚澤 

第五至八名 

集乒 吳和杰、梁煜亮、盧天祐 

雅各乒團 張宇、楊族生、謝松光、列達聲 

鋒恆國際 B 鄺恩樂、劉綽楠、何廸朗、陳浩柏 

乒匯體育 D 傅亦橋、溫保庭、鄧柏朗、楊忠熹 

女子甲組 

冠軍 莎莎國際 林依諾、劉麒、王重云、陳瑋文、陳美珊 

亞軍 南華會 朱成竹、李嘉宜、黃芊柔、李卓潼 

季軍 之科體育社 李凱敏、周穎詩、江芷林、鍾浩嘉、吳懿珈 

季軍 活力星 馮慧珠、周昭慧、尹康潼、吳詠琳 

女子乙組 

冠軍 雅健 A 黃凱彤、許煒、嚴浩晴、關雎 

亞軍 乒域 林曉晴、文廸君、陳美淇、吳僖桐 

季軍 精薈 B 史穎嘉、陸思妤、黃芷翎、李愷桐、袁伊藍 

季軍 南華藍 張曼莉、周建敏、范詠詩、林心懿、許心怡 

女子丙組 

冠軍 香港體育 麥廷而、蔡洪、丁心言、傅靖嵐、李旗因 

亞軍 乒毅體育 潘莊薇、范向盈、潘安琪、梁曦文 

季軍 乒之驕子 林美琪、馮綠茵、麥嘉靜、廖瑞妍、劉姵希 

季軍 精薈 B 張詠然、鄒清華、杜宛燊、戴欣琳、梁航菲 

女子丁組 

冠軍 耀中 蕭予寧、袁千童、羅芯怡 

亞軍 乒域 E 江鎧澄、黃舜希、江梓澄、梁晴睎、沈寶恩 

季軍 薈粹 C 翟星律、謝芷柔、李澤殷、楊凱晴 

季軍 雅各女團 李泳賢、譚可兒、張婉華、祝珺瑋 

第五至八名 

域乒 B 李穎童、吳爾謙、曾憲泓 

奇乒 史天朗、鍾諾琛、梁鈞喬、蕭景熙 

聚賢乒室 高雅馨、伍美儀、李佩珊、林天怡、陳芷萼 

小銀球 袁展瑩、郭寶然、麥芯瑜、張樂瑤 

 

 

 



2017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南華會 A 羅佳佳、謝嘉俊、張彥陶、麥景皓 

亞軍 莎莎國際 陳炳強、鄭楚峰、張鈺、李漢銘 

季軍 香港體育 鮑奕文、游昇浩、黃鎮廷、陳顥樺、莊棨甯 

季軍 英華 李志潔、黃偉明、梁二仁、黃嘉浩 

第五至八名 

漢傑體育 符杰禧、林兆恒、吳柏男、洪振軒、吳穎奇 

德祥地產 何鈞傑、鄧國基、林靖杰、劉鎮杰、吳華偉 

偉裕乒乓 A 葉振家、高哲仁、文嘉星、洪佳南、賀方正 

銀輝 B 吳卓軒、蔡鎮滔、嚴文焯、黃翰林、林樹基 

男子乙組 

冠軍 愉園 鄧凱仁、曾梓峻、李柏濠、崔敬喬、林志恒 

亞軍 振瑋動力 朱曉宇、吳維祺、鄺啟軒、朱曉軒、譚璟豊 

季軍 雅健 A 施穎亨、呂誌桓、鄧睿匡、霍文進、鄭立橋 

季軍 公民體育會 簡偉謙、楊甯、梁灝程 

第五至八名 

盛恩展藝 A 陸德強、林奕希、馬丞康、陳建行、洪啟智 

乒域 B 陳上珩、李朗軒、翁子鈞、梁哲維 

荃毅 A 吳哲鋒、吳瑋豐、李俊健、馮偉傑、黃瑞寧 

雅健 B 陳霆軒、何健聰、劉漢琛、吳嘉倫 

男子丙組 

冠軍 漢傑體育 郭晉傑、陳德寶、張子澄、張子浚、梁家瑞 

亞軍 乒域 A 羅浩鋒、葉胤廷、蔡俊、鄧博文 

季軍 宏翱乒藝 陳文峰、曹子浩、葉浚銘、李彥衡、葉泳樞 

季軍 啟思國際 A 黃銘禧、黃銘智、王竣鴻、郭子謙、歐學祈 

第五至八名 

融達 2 鍾穎康、呂渭信、李澤浩、馮偉倫 

鋒恆華星 王嘉葦、羅仲汝、劉栢偉、陳韶星 

香港體育 A 許鉞、詹朗天、林星肇、羅子鋒、馮彥鳴 

毅旋 譚浩揚、譚皓賢、黎俊生、譚駿逸 

男子丁組 

冠軍 南華 A 鄭俊仁、麥凱峰、曾永祥、曾亮才、吳子康 

亞軍 香港龍一 B 許加霖、吳兆聰、張建輝 

季軍 嵐海體育 F 陳友深、陳家樂、何俊濤 

季軍 乒川 A 楊國棟、謝國雄、郭文杰、李劍儒 

第五至八名 

乒域 B 盧嘉豪、馮汝聰、葉海杰 

海闊天空 楊炳昭、高進然、李明澔、梁柏嘉、林良傑 

乒乓薈聚 A 王祚潤、梁華毅、伍富庭、黃諾謙 

活力星 A 鄧永康、李偉鈺、高晉熹、李潼謙、鄧裕康 

 



2017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女子甲組 

冠軍 乒乓小花 毛熙嬋、吳穎祺、盧樂兒、陳雪瑩、周蔚洋 

亞軍 莎莎國際 劉麒、林依諾、陳瑋文、陳美珊、蔡麗姸 

季軍 南華會 陳劭藍、許心怡、李卓潼、譚倩芝 

季軍 精薈 李仲欣、呂慧思、陳韻彤、周穎詩、楊逸嵐 

女子乙組 

冠軍 活力星 馮慧珠、周昭慧、李瑩影、陳靜心 

亞軍 自由人 陳俏言、陳琛妍、鍾善穎、羅詠恩 

季軍 香港龍一 A 袁麗琪、何思穎、李汶錡、羅卓琳 

季軍 精薈 A 嚴浩晴、趙慧明、史穎嘉、陳曉嵐 

女子丙組 

冠軍 精薈 A 熊依琳、林滙臻、蘇絺嵐、江鎧澄、唐瑤瑤 

亞軍 乒域 B 何穎然、梁綵詠、黃芷瑩 

季軍 迷你乒 李苑瑜、趙嘉璐、伍妙詩、梁琬貞、陳雪欣 

季軍 雅健 A 吳僖桐、黃凱彤、陳依明、林心懿、陳凱桐 

第五至八名 

乒乓匯智 B 石皎如、陳曉恩、方希嵐、梁穎蕎 

精薈 C 劉瓔瑤、杜宛燊、管翎而、羅心怡、蘇珮程 

港大 李睿婧、邱家怡、林欣曉、陳穎彤 

宏翱乒藝 A 周婉盈、劉姵廷、陳曉琳、趙敏燁、邱舒敏 

 

 

 



2016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莎莎國際 陳炳強、李漢銘、唐鵬、郭浩泉、何鈞傑 

亞軍 南華會 A 羅佳佳、謝嘉俊、王浩軒、麥景皓 

季軍 香港體育 鄭楚峰、游昇浩、鮑奕文、莊棨甯、黃承聰 

殿軍 銀輝 B 吳卓軒、嚴文焯、蔡鎮滔、黃翰林、林樹基 

第五至八名 

乒域 A 賴卓然、伍煒業、麥子謙、鄭栢晞、朱栢聰 

德祥地產 鄧國基、林靖杰、劉鎮杰、吳華偉 

偉裕乒乓 A 葉振家、高哲仁、文嘉星、洪佳南、賀方正 

英華 李志潔、梁二仁、馬嘉樂、黃嘉浩 

男子乙組 

冠軍 恆達 雷家文、鄔偉光、崔湛全、趙英良、庾博彥 

亞軍 漢傑體育 符杰禧、鄺禹坤、吳穎奇 

季軍 佳旺貿易 吳炳強、黃健惺、陳志偉、郭世榮 

殿軍 青屯乒室 黎子恒、廖福明、林昇鵬、蔡德成 

第五至八名 

宏翱乒藝 A 張智強、陳子榮、麥偉倫、陳浩源、岑俊賢 

乒域 B 陳上珩、翁子鈞、翁震星 

宏翱乒藝 B 王國明、楊振洛、曾浩文、陳少峰 

公民體育會 蔡棹鈞、潘正潮、林民熹、崔敬喬、麥瀚升 

男子丙組 

冠軍 盛恩展藝 A 譚朗聰、陳建行、陸德強、林奕希、洪啟智 

亞軍 青聯體育會 曾志強、梁鎮源、黃加恩、麥鴻森、許駿傑 

季軍 新星球會 A 陳晉生、陳俊浩、梁碩熙、劉俊樂 

殿軍 耀中乒乓 董禹辰、易晉、陳章倩、董倫 

第五至八名 

翱天 陳沛聰、陳天雋、蔡孟麒、陳沛樂 

乒乓匯智 任健齡、陳韋曦、甘家安、呂衍麒 

靈風堂 張文光、曾永昌、譚智輝、鄭文邦 

友榮聯 A 陳富榮、蘇文毅、林欣榮、李世翹 

男子丁組 

冠軍 域乒 A 陳莃舜、梁凱謙、陳愷健、陳歡樂 

亞軍 迷你乒團 曹子浩、梁志健、楊安尹 

季軍 雅健 F 林鍵曦、李旻軒、黃力融、張凱傑 

殿軍 乒乓領域 A 許俊僖、羅頌榮、湯諾軒、林浚偉 

第五至八名 

偉裕乒乓 B 盤嘉慶、何永祥、胡偉傑、蘇楚喬 

中投信息 A 張斌、張建文、文博、惲雷 

福建 A 鄺家輝、耿雷、趙振鵬、林明圳、鄭旭恒 

乒少英 溫澤朗、曾浩賢、黃溢進 

 



2016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女子甲組 

冠軍 乒乓小花 吳穎祺、盧樂兒、陳雪瑩、樊珮朗、戴欣琳 

亞軍 南華會 A 柳嘉靜、詹樂琳、王麗咏、羅以琳 

季軍 精薈 李清韻、周穎詩、李仲欣、楊逸嵐、呂慧思 

女子乙組 

冠軍 之科體育社 李凱敏、黃冠婷、吳懿珈、江芷林 

亞軍 南華會 A 張曼莉、范詠詩、周建敏、劉殷圻、蘇慧軒 

季軍 精薈 A 陳韻彤、嚴浩晴、陳曉嵐、史穎嘉 

殿軍 警察女隊 黃淑君、駱海茵、戴愷迪、陳慧莊、劉鳳婷 

女子丙組 

冠軍 天馬行空 卓廷欣、蔡宛蓁、林欣慧、吳泳芯、雷樂兒 

亞軍 麥麥會 周翠珊、張靜儀、林穎汶、麥俊麗、鍾文詩 

季軍 乒訓社 林泳瑤、蔡淽殷、黃芷翎、吳森藍、代雅君 

殿軍 啟思國際 A 周嘉晴、文盈心、張詠然、陳秀淇、傅芍螢 

第五至八名 

乒域 A 胡葦澄、高舒婷、沈寶恩、姜沛誼 

精薈 林欣曉、林滙臻、趙慧明、曾咏琪 

青屯乒室 A 曾潔瑩、何思穎、陳暉鏇、郭苡婷、黃梅琛 

乒之驕子 A 劉姵廷、廖瑞妍、馮綠茵、何麗莎 

 
 
 



2015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香港體育 A 黃鎮廷、陳炳強、鄭楚峰、李漢銘、吳柏男 

亞軍 南華會 A 羅佳佳、潘尚熙、麥景皓、王浩軒 

季軍 英華 梁二仁、馬嘉樂、黃嘉浩、孔鏵德、孔嘉德 

殿軍 愉園 林兆恒、趙頌熙、洪振軒、鄧凱仁、陳以信 

男子乙組 

冠軍 展藝華星 張昱傑、徐鎮威、呂定龍、杜俊彥、李偉鈺 

亞軍 乒域 A 朱栢聰、伍煒業、賴卓然、梁哲維 

季軍 啟思國際 A 藍蔚、孔軍凱、楊沛霖、葉浩楠、梁詠賢 

殿軍 精薈 趙鵬、曾梓峻、李柏濠、趙家安、楊曉烽 

男子丙組 

冠軍 英華 A 李志潔、巫兆聰、王智弘、羅梓濠、黃偉明 

亞軍 天悅球會 A 梁東發、王志賢、葉定璋、黃芷穎、周名亮 

季軍 好朋友 施建武、黃家亮、戴駿傑、趙國偉 

殿軍 青屯乒室 B 何家俊、蔡嘉樂、蕭敬中、陳偉平、曾俊文 

男子丁組 

冠軍 耀中一 易晉、董禹辰、陳章倩、李康汭 

亞軍 元朗體會 B 張頌威、馮皓昀、林奕騏、藍曉洋 

季軍 風箏 姚鈞浩、姚鈞濤、繆鍵霖、楊劍 

殿軍 嵐海 B 歐陽子榮、梁達堅、黃善衡、張霆鋒 

女子甲組 

冠軍 啟思國際 吳穎祺、盧樂兒、樊珮朗、王麗咏、MUSKAAN 

季軍 柏萃體育 陳美珊、蔡麗妍、叶丽婷、方怡 

殿軍 # 南華會 蘇慧音、朱成竹、麥子詠、王重云、李嘉宜 

殿軍 # 南華會 A 吳嘉敏、梁葭蘊、陳美淇 

女子乙組 

冠軍 南華 歐陽美絃、林樂恩、孔千溦、羅沛原 

亞軍 活力星 A 佘昉穎、馮慧珠、李瑩影、屈睿蕎、林凱婷 

季軍 青聯乒域 林曉晴、陳俏言、文廸君、吳煒彤、陳琛妍 

殿軍 精薈 A 李仲欣、周穎詩、史穎嘉、香雅玲 

女子丙組 

冠軍 精薈 B 唐瑤瑤、李卓潼、嚴浩晴、陳曉嵐 

亞軍 乒乓匯智 A 方焯琪、袁麗琪、陳曉恩、方希嵐 

季軍 聖保羅男女 文盈璋、黃曦樂、楊雅晴、張婧怡、黃泠渢 

殿軍 佳峰乒乓 1 許心怡、鍾幸螢、梁希曈、吳倩怡 

# 由於女子甲組南華會及南華會 A 部份球員代表香港出外參加海外賽事，故不能參加團體賽決賽，賽

會將頒發殿軍予兩隊。 



2014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P.1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起浪 胡振康、關文皓、林志濤、李景雄、何鈞傑 

亞軍 香港體育 A 林挺、陳炳強、李漢銘、鄭楚峰、麥景皓 

季軍 德祥地產 鄧國基、謝嘉俊、林靖杰、郭浩泉、陳慶濤 

殿軍 英華 梁二仁、馬嘉樂、黃嘉浩、孔鏵德、孔嘉德 

男子乙組 

冠軍 佳鋒乒乓 2 潘漢明、張彥陶、譚璟豊 

亞軍 智琳體育 林昇鵬、林志恒、蔡德成、曾亮才、譚立恆 

季軍 之科 劉耀祖、黃錦雄、羅尚然、梁灝程 

殿軍 恒達 雷家文、鄔偉光、崔湛全、趙英良 

男子丙組 

冠軍 乒域 A 陳志穎、伍煒業、朱栢聰、翁震星 

亞軍 啟思國際 葉浩楠、楊沛霖、黃翰林、梁詠賢、李浩然 

季軍 展藝華星 杜俊彥、徐鎮威、陳進業、呂定龍、陳韶星 

殿軍 乒乓論壇 潘卓朗、鄭栢晞、李柏濠 

男子丁組 

冠軍 翱天 陳天雋、蔡孟麒、陳沛聰 

亞軍 亞洲之星 B 蔡家瑋、朱凱源、朱凱民、關榮昌、劉殷佑 

季軍 懲教署 張志成、馮健邦、古業恒 

殿軍 乒域 B 張朝濱、黃添銘、盧嘉豪、楊子軒 

女子甲組 

冠軍 南華會 杜凱琹、蘇慧音、朱成竹、麥子詠、王重云 

亞軍 精薈 A 李清韻、于國詩、劉麒、呂慧思、楊逸嵐 

季軍 國際音頻 雷樂兒、梁嘉倩、鍾善穎、詹嶼番、駱海茵 

殿軍 柏萃 陳瑋文、郭寶然、卞嘉遙、方怡、陳雪欣 

女子乙組 

冠軍 南華會 陳奕珺、吳嘉莉、陳美淇、羅以琳、吳嘉敏 

亞軍 啟思國際 A 傅芍螢、MUSKAAN、王麗咏 

季軍 乒域 A 林曉晴、何嫣宜、文廸君、吳煒彤、王令明 

殿軍 南華會 A 歐陽美絃、鍾文詩、周昭慧、郭倬鈴、蘇慧軒 

女子丙組 

冠軍 華華 黃敏瑶、葉卓怡、劉殷圻 

亞軍 新世代 盧慧良、李凱敏、梁穎蕎、周婉盈、蔡穎賢 

季軍 南華 A 陳劭藍、許映彤、潘逸、范詠詩 

殿軍 雅健 C 王逸嵐、吳泳芯、卓廷欣、吳僖桐 

 



2013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P.1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香港體育 A  黃鎮廷、林挺、李漢銘、陳炳強、盧傳淞 

亞軍  愉園体育會 趙頌熙、馮林、林兆恒、洪振軒、鄧凱仁 

季軍  起浪  關文皓、林志濤、胡振康、蔡鎮英、何鈞傑 

殿軍  佳鋒乒乓  羅佳佳、潘尚熙、游昇浩、關嘉聲、任浩文 

並列第五名 

德祥地產  謝嘉俊、麥景皓、林靖杰、鄧國基、郭裕雄 

英華  黃嘉浩、馬嘉樂、梁二仁 

金輝  梁俊豪、張宇傑、鄧家駿、陳潤恒、魏焯銘 

銀輝 B  吳卓軒、蔡鎮滔、嚴文焯、李偉麒、林樹基 

並列第九名 

青屯乒室  梁東發、廖福明、黎子恒 

偉裕乒乓 A  葉振家、賀方正、洪佳南 

香港體育 B  鄭楚峰、李逸軒、李忠謙、羅浚龍、黃承聰 

荃毅 A  羅浩鋒、吳瑋豐、吳哲鋒、李俊健、馮偉傑 

並列第十三名 

恒達  鄺啟軒、雷家文、鄔偉光、崔湛全、趙英良 

警察  朱曉宇、司徒敬倫、黃雲志、高永洋、黃兆彰 

宏翱乒藝  陳文峰、楊振洛、曾浩文、王國明、陳少鋒 

乒域 C  梁哲維、陳上珩、楊本上、李朗軒 

男子乙組 

冠軍  金輝 A  梁灝程、朱振宗、許駿傑、伍啟銓、王德龍 

亞軍  雅健 B  陳霆軒、劉漢琛、吳嘉倫、陳祉謙、黃俊 

季軍  利達集團  陶吉平、丘鋒元、蕭穎霖、郭世榮、張健儒 

殿軍  佳旺貿易  黃健惺、陳志偉、吳炳強 

並列第五名 

乒域 A  麥子謙、賴卓然、潘健男、黃諾謙 

佳鋒乒乓 1  王浩軒、馬如龍、張文光、姚錦倫、羅國威 

屯門體會  李彥衡、陳子榮、葉泳樞、李忠僖、張昱傑 

佳鋒乒乓 2  潘漢明、張彥陶、林煒權、譚璟豊 

並列第九名 

翔鷹  陳浩源、張耀升、余家威、呂倬邦、劉明聰 

之科  羅尚然、黃錦雄、梁灝程、劉耀祖、趙謹 

百靈鳥  梁家強、余健信、梁譽軒、何鉅祥 

乒訓社  劉穎倪、林如瀚、潘健豐、丁少聰、林喜財 

並列第十三名 

雅健 A  文嘉星、馮偉奇、郭澤南、黃家輝 

亞洲博一  馬子迅、傅恩濤、簡偉謙、陳章倩 

啟思國際  李浩然、陸緯軒、黃銘禧、楊沛霖、董禹辰 

英華  葉浩楠、林奕希、張運洹、鍾樂軒 



2013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  績 
 

P.2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丙組 

冠軍  乒訓社  陳祖貽、陳煒倫、余導祥、鄭鈞蔚 

亞軍  漢傑體育  符杰禧、吳穎奇、黎子華、陳永松 

季軍  雅健 A  鄧睿匡、鄭立橋、霍文進、嚴浩楠、呂誌桓 

殿軍  乒體會 A  林志恒、蔡德成、林昇鵬、曾亮才、譚立恆 

男子丁組 

冠軍  乒匯 B  陳帕劻、李運新、郭嘉傑 

亞軍  天瑞  周迪奧、徐嘉俊、容堅成、許梓朗 

季軍  元朗體會 B  林奕騏、廖國君、張頌威、黎超洋 

殿軍  硬朗乒團  葉樹發、何建豐、陳少紅、黎志明 

女子甲組 

冠軍  南華會  吳嘉儀、蘇慧音、王重云  、梁梓菁、林麗偉 

亞軍  精薈  于國詩、李清韻、吳穎祺、盧樂兒、戴欣琳 

季軍  盛景實業  鍾善穎、麥子詠、駱海茵、詹嶼番 

殿軍  精薈 A  香雅玲、毛熙嬋、蔡麗妍、陳雪瑩、宮蕙英 

並列第五名 
福建  陳瑋文、郭寶然、周建敏、卞嘉遙 

精薈 B  麥俊麗、陳韻彤、王詠彤、呂慧思、楊逸嵐 

並列第七名 
香港體育  劉麒、李志君、何思穎、張梓瑩、曾苑滺 

南華會 A  陳美珊、羅以琳、柳嘉靜、陳倩欣、陳奕珺 

女子乙組 

冠軍  南華會  劉海麗、李嘉宜、潘莊薇、梁葭蘊 

亞軍  藝韻協會  黎惠玲、梁嘉倩、雷樂兒、樊珮朗 

季軍  南華女  吳嘉敏、陳美淇、王媄欣、黃敏瑶、葉卓怡 

殿軍  佳鋒乒乓 1  孔千溦、羅沛原、黃泠渢、許心怡、文盈璋 

 



2012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德祥地產 謝嘉俊、林靖杰、鄧國基、金恩華、郭裕雄 

亞軍 香港體育 黃鎮廷、孔嘉德、鄭楚峰、李漢銘、陳炳強 

季軍 香港體育 A 孔軍凱、孔鏵德、李忠謙、羅浚龍、郭忠平 

殿軍 佳鋒乒乓 麥景皓、羅佳佳、李冠毅、關嘉聲 

並列第五名 

愉園 趙頌熙、林兆恒、馮林、洪振軒、鄧凱仁 

英華 黃嘉浩、馬嘉樂、巫兆聰、黃家樂 

起浪 關文皓、林志濤、胡振康、蔡鎮英 

荃毅 A 羅浩鋒、吳瑋豐、吳哲鋒、李俊健、馮偉傑 

並列第九名 

 

青屯乒室 梁東發、廖福明、黎子恒 

銀輝 B 嚴文焯、吳卓軒、陳志穎、李偉麒、林樹基 

金輝 鄧家駿、張宇傑、陳潤恒、魏焯銘、伍榮達 

恒達 鄺啟軒、鄔偉光、雷家文、崔湛全、趙英良 

並列第十三名 

俊一 游昇浩、李一聞、馬子迅 

乒訓社 潘健豐、林如瀚、劉穎倪、丁少聰 

雅健 A 李逸軒、文嘉星、陳霆軒、郭澤南、馮偉奇 

金輝 A 蔡鎮滔、梁俊豪、林冠樂、朱振宗、伍啟銓 

 

 

 

 

 

 

 

 



2012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乙組 

冠軍 偉裕乒乓 A 葉振家、賀方正、洪佳南、姚晧淇 

亞軍 乒域 C 鄧智軒、朱凱民、蔡家瑋、朱凱源 

季軍 警察 A 朱曉宇、司徒敬倫、高永洋、黃雲志、黃兆彰 

殿軍 乒藝社 陳文峰、曾浩文、楊振洛、王國明、陳少鋒 

並列第五名 

利達集團 陶吉平、丘鋒元、蕭穎霖、張健儒 

英華 李志潔、梁二仁、林奕希、王智弘 

翔鷹 陳浩源、余家威、張耀升、陳志豪、馮汝聰 

百靈鳥 陳杰、梁家強、余健信、何鉅祥 

並列第九名 

 

之科 羅尚然、黃錦雄、梁灝程、劉耀祖 

屯門男青 葉泳樞、楊智正、盧潤森、雷鐸華、方永佳 

佳鋒乒乓 1 潘漢明、王浩軒、劉栢偉、麥瀚升 

乒域 A 麥子謙、賴卓然、潘健男、黃諾謙 

並列第十三名 

佳鋒乒乓 2 林志恒、蔡德成、林昇鵬、曾亮才、譚立恆 

乒乓世界 陳子榮、岑俊賢、于國棟、盧瑞康 

乒訓社 張肇基、陳煒倫、陳祖貽、張肇亨 

/ / 

 



2012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丙組 

冠軍 雅健 B 劉漢琛、吳嘉倫、陳祉謙、黃俊、劉博文 

亞軍 佳旺貿易 黃健惺、陳志偉、黃雋希、吳炳強、嚴達齊 

季軍 啟思國際 A 李浩然、黎耀棠、黃銘禧、楊沛霖、董禹辰 

殿軍 佳鋒乒乓 1 馬如龍、張文光、姚錦倫、羅國威 

男子丁組 

冠軍 南華體育會 鍾栢基、李進傑、謝國雄、莫家豪、楊族生 

亞軍 偉榮 黃誠基、吳嘉朗、趙勁、許志剛、盧烈 

季軍 彩虹 陳永寶、廖定謙、黃綽毅 

殿軍 屯門男 A 高曉峯、 金志堅、黃嘉仁 

 

  

  

 

 

 

 

 

  

 

 

 

  



2012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女子甲組 

冠軍 南華會 吳嘉儀、王重云、蘇慧音、盧樂兒、柳嘉靜 

亞軍 精薈 孫晉、吳穎祺、香雅玲、蔡麗妍、陳韻彤 

季軍 精薈 A 李清韻、戴欣琳、毛熙嬋、陳雪瑩、呂慧思 

殿軍 南華會 A 葉芷恩、陳美珊、梁梓菁、陳奕珺、陳倩欣 

並列第五名 公民 周蔚洋、麥俊麗、吳嘉莉、羅以琳 

第六名 香港體育 劉麒、李志君、王詠彤、吳宛蔚 

女子乙組 

冠軍 盛景實業 鍾善穎、陳俏言、駱海茵、詹嶼番 

亞軍 精薈 王晶、李兆宜、楊逸嵐、趙慧明、熊依琳 

季軍 南華會 吳嘉鳳、李瑩影、潘莊薇、劉海麗、孫西子 

殿軍 紫荊球會 林依諾、方怡、梁嘉倩、張倩珩、黃芊柔 

女子丙組 

冠軍 乒之嬌子 何麗莎、余穎思、廖瑞妍、馮綠茵、麥愷殷 

亞軍 乒幫 麥芷晴、黃正盈、霍佩瑩、吳洛儀、李穎嫺 

季軍 南華會 黃寶儀、黃詠珊、官秀萍、曾瑞芳、陳嘉麗 

殿軍 超敏女隊 B 林華娟、康玲、曹映波、蔡素華 

 



2011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德祥地產 鄧國基 李冠毅 謝嘉俊 林靖杰 郭裕雄 

亞軍 香港體育 陳炳強 鄭楚峰 李漢銘 黃鎮廷 孔軍凱 

季軍 愉園 馮林 趙頌熙 林兆恒 洪振軒 羅浩鋒 

殿軍 香港體育 A 孔嘉德 孔鏵德 黃承聰 羅浚龍 鄧凱仁 

第五至八名 

起浪 胡振康 林志濤 關文皓 阮浩軒 

佳鋒乒乓 1 羅佳佳 廖曉明 關嘉聲 潘尚熙 

金輝 鄧家駿 張宇傑 陳潤恒 魏焯銘 鄧炳南 

英華 黃嘉浩 巫兆聰 馬嘉樂 

第九至十二名 

青屯乒室 符杰禧 廖福明 梁東發 

金輝 A 梁俊豪 蔡鎮滔 朱振宗 伍啟銓 

雅健 A 馮偉奇 陳霆軒 文嘉星 郭澤南 李逸軒 

銀輝 B 李偉麒 林樹基 吳卓軒 陳志穎 

第十三 

至 

十六名 

豐年 鄺瑞中 何嘉盛 黃瑞寧 

乒乓世界 盧瑞康 岑俊賢 陳子榮 于國棟 

警察 A 劉俊楓 黃雲志 高永洋 司徒敬倫 朱曉宇 

利達集團 張健儒 陶吉平 丘鋒元 蕭穎霖 

 

 

 

 

 

 

 

 

 

 



2011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乙組 

冠軍 荃毅 A 吳瑋豐 李俊健 吳哲鋒 甘家安 馮偉傑 

亞軍 恒達 B 雷家文 崔湛全 趙英良 鄺啟軒 

季軍 俊一 李一聞 游昇浩 嚴文焯 馬子迅 

殿軍 乒訓社 B 林如瀚 丁少聰 潘健豐 林喜財 

第五至八名 

之科 劉耀祖 黃錦雄 羅尚然 梁灝程 

英華 梁二仁 王智弘 林奕希 黃家樂 

屯門男青 雷鐸華 葉泳樞 楊智正 陳文峰 方永佳 

佳鋒乒乓 3 冼偉鴻 梁惠泓 王浩軒 麥瀚升 廖鋒 

第九至十二名 

偉裕乒乓 A 葉振家 洪佳南 賀方正 曾永祥 

翔鷹 楊振洛 余家威 呂倬邦 陳浩源 張耀升 

乒訓社 A 陳煒倫 陳祖貽 張肇基 林如浩 

百靈鳥 何鉅祥 余健信 陳俊瑋 陳杰 梁家強 

第十三 

至 

十六名 

香港體育 陳焯杰 郭忠平 陳偉才 葉樹發 鄒頌堅 

青屯乒室 石頌謙 陳嘉耀 黎子恒 張昱傑 

香港大學 何曙謙 黃俊 楊浚瑋 藍禮俊 駱朗天 

佳鋒乒乓２ 馬如龍 姚錦倫 熊健 劉栢偉 譚璟豊 

 

 



 

2011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丙組 

冠軍 乒域 C 鄧智軒 朱凱民 朱凱源 蔡家瑋 

亞軍 乒域 A 麥子謙 潘健男 賴卓然 

季軍 港乒聯 鄭俊林 譚皓昀 馮啟軒 黃伏櫪 吳杲森 

殿軍 乒藝社 A 李彥衡 盧潤森 王國明 陳少鋒 曾浩文 

男子丁組 

冠軍 乒之館 鄧量弘 余聯平 古業恆 程應宣 王為廉 

亞軍 軍澳 林進鎮 郭景光 蘇文志 郭世榮 朱國星 

季軍 乒乓家園 關耀明 黎志明 何錫坤 張敬樂 姚定邦 

殿軍 乒匯 D 何冠斌 許志剛 容耀光 鄭永強 

 

  

  

 

 

 

 

 

  

 

 

 

  

 



 

 

2011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女子甲組 

冠軍 精薈 李清韻 孫晉 吳穎祺 香雅玲 戴欣琳 

亞軍 南華會 吳嘉儀 葉芷恩 盧樂兒 王重云 柳嘉靜 

季軍 精薈 A 毛熙嬋 蔡麗妍 周蔚洋 雷樂兒 

殿軍 蘇俊華女 杜凱琹 蘇慧音 蘇慧軒 曾苑滺 方希嵐 

第五名 香港體育 陳雪瑩 陳瑋文 李志君 梁凱勵 

第六名 南華會 A 陳倩欣 羅以琳 郭倬鈴 陳奕珺 

第七名 乒藝社 麥子詠 郭子詠 李瑩影 李博琳 

第八名 / / 

女子乙組 

冠軍 精薈 麥俊麗 呂慧思 黃冠婷 陳韻彤 

亞軍 南華會 陳美珊 吳嘉莉 吳嘉敏 梁梓菁 龍智欣 

季軍 公民佳鋒隊 姚璐 吳敏寧 王詠彤 方怡 林依諾 

殿軍 南華會 A 潘莊薇 孫西子 歐陽美絃 黃彩琪 劉麒 

女子丙組 

冠軍 今明科技 羅雪 馮曉澄 吳穎虹 潘倚彤 羅嘉敏 

亞軍 百靈鳥 鄭慧詩 張敏華 邱婷 

季軍 海基 關怡嫺 龍信衡 黃月玲 李寶薇 

殿軍 乒乓家園 葉中升 黎倩彤 葉華升 黎淽晴 金曉嵐 

 



2010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愉園 馮林 趙頌熙 鄧凱仁 林兆恒羅浩鋒 

亞軍 香港體育 A 容度朗 林挺 廖穩祥 鄭楚峰 黃鎮廷 

季軍 佳鋒 羅佳佳 李漢銘 潘尚熙 孔軍凱 關嘉聲 

殿軍 德祥地產 鄧國基 李冠毅 張宇傑 劉穎倪 郭裕雄 

第五至八名 

起浪 林志濤 胡振康 阮浩軒 洪振軒 區耀成 

香港體育 李忠謙 李忠僖 孔鏵德 孔嘉德 羅浚龍 

警察 A 黃雲志 劉俊楓 黃兆彰 司徒敬倫 朱曉宇 

金輝 鄧家駿 陳潤恒 魏焯銘 鄧炳南 伍啟銓 

第九至十二名 

乒乓世界 盧瑞康 陳子榮 岑俊賢 于國棟 

銀輝 B 李偉麒 林樹基 吳卓軒 陳志穎 

雅健 A 馮偉奇 文嘉星 郭澤南 陳霆軒 李逸軒 

金輝 A 梁俊豪 蔡鎮滔 朱振宗 王德龍 

第十三 

至 

十六名 

屯門男青 雷鐸華 葉泳樞 陳文峰 方永佳 楊智正 

翔鷹 陳文生 余家威 鄧量弘 楊振洛 呂倬邦 

恒達 B 雷家文 鄔偉光 馮汝聰 崔湛全 趙英良 

香港體育 B 張溢豐 陳焯杰 聶俊穎 游昇浩 黃承聰 

 

 

 

 

 

 

 

 

 

 



2010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乙組 

冠軍 英華Ｂ 巫兆聰 馬嘉樂 黃嘉浩 葉浩楠 吳嘉倫 

亞軍 青屯乒室 符杰禧 廖福明 梁東發 陳建行 

季軍 利達集團 陶吉平 丘鋒元 蕭穎霖 張健儒 

殿軍 乒之館Ａ 楊悰傑 黃瑞寧 何嘉盛 

第五至八名 

荃毅 A 吳瑋豐 吳哲鋒 馮偉傑 甘家安 李俊健 

俊一 李一聞 馬子迅 杜俊彥 嚴文焯 

英華Ａ 梁二仁 何威 黃家樂 王智弘 林奕希 

佳鋒乒乓 王浩軒 姚錦倫 熊健 劉栢偉 鄺啟軒 

第九至十二名 

百靈鳥 何鉅祥 余健信 陳俊瑋 陳杰 梁家強 

乒訓社 林如瀚 丁少聰 潘健豐 林喜財 

新世代 羅尚然 竇冠迪 張耀升 麥鴻森 黃錦雄 

乒訓社 A 張肇基 陳祖貽 陳煒倫 葉樹發 

第十三 

至 

十六名 

豐年 余聯平 陳浩源 黃景文 

永佳建材 練駿銘 歐兆華 練龍生 譚鏡波 

奇奧 吳小達 吳棟華 袁景倫 

警察 B 伍買回 文少傑 李世翹 簡家威 

 

 



 

2010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丙組 

冠軍 偉裕乒乓 A 葉振家 洪佳南 賀方正 曾永祥 

亞軍 香港大學 黃俊 楊浚瑋 何曙謙 駱朗天 周寄民 

季軍 青屯乒室 B 文國麟 黎子恒 張昱傑 姚舜 

殿軍 佳鋒乒乓 1 謝仲軒 黎耀棠 麥瀚升 梁惠泓 

男子丁組 

冠軍 軍澳 林進鎮 張國歲 蘇文志 任健齡 郭世榮 

亞軍 新海基 黃誠基 金志堅 尹鍚球 吳嘉朗 林明錦 

季軍 南華會 鍾柏基 陳尉俊 羅作良 莫家豪 李道傑 

殿軍 彩虹 陳永寶 方紹鵬 吳富強 丘和風 阮文傑 

 

  

  

 

 

 

 

 

  

 

 

 

  

 



 

 

2010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女子甲組 

冠軍 精薈 李清韻 戴欣琳 盧樂兒 孫晉 

亞軍 南華會 吳嘉儀 葉芷恩 杜凱琹 劉海麗 香雅玲 

季軍 精薈 A 吳穎祺 蔡麗妍 雷樂兒 毛熙嬋 

殿軍 蘇俊華女 蘇慧音 王重云 柳嘉靜 黃佩儀 

第五名 香港體育 A 陳雪瑩 李志君 梁凱勵 彭舒琪 

第六名 聯青卓球 A 鍾善穎 陳瑋文 李恆珮 劉鳳婷 

第七名 公民佳鋒隊 李世容 林依諾 吳敏寧 張麗秋 

第八名 雅健 陳雪欣 李綺婷 李楚翹 李沛恩 李恩瑜 

女子乙組 

冠軍 乒藝社 李博琳 麥子詠 周蔚洋 李瑩影 郭子詠 

亞軍 南華會 陳倩欣 羅以琳 郭倬鈴 陳奕珺 黃敏瑶 

季軍 精薈 麥俊麗 陳韻彤 王詠彤 呂慧思 

殿軍 鳳鳯 A 林文悅 周昭慧 林泳瑤 屈睿蕎 

女子丙組 

冠軍 南華會 黃寶儀 黃穎珊 官秀萍 曾瑞芳 

亞軍 東亞銀行 徐美婷 周慧儀 羅麗華 陳麗珠 

季軍 三次方 麥嘉靜 鄧梓慧 朱沛汶 

殿軍 鳳凰 黎綺琦 歐家瑜 馮穎祺 馮穎琳 馮慧珠 

 



2009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冠軍 愉園 馮林 趙頌熙 羅浩鋒 洪振軒 林兆恒 

亞軍 振瑋動力 吳維祺 鄧國基 李冠毅 張宇傑 郭裕雄 

季軍 恒達 B 馮汝聰 關嘉聲 羅佳佳 鄺禹坤 廖曉明 

殿軍 香港體育 B 鄭楚峰 羅浚龍 李忠僖 孔鏵德 

香港體育 A 李忠謙 黃鎮廷 黃承聰 張溢豐 林浚鏗 

警察 A 劉俊楓 黃雲志 高永洋 司徒敬倫 朱曉宇 

屯門男青 雷鐸華 葉泳樞 陳文峰 麥景皓 方永佳 
並列第五名 

金輝 鄧家駿 陳潤恒 魏焯銘 鄧炳南 

雅健 A 馮偉奇 文嘉星 郭澤南 陳霆軒 

乒乓世界 盧瑞康 岑俊賢 陳子榮 李浩然 于國棟 

銀輝 B 李偉麒 林樹基 吳卓軒 黃兆彰 陳志穎 

並列 

第九名 

金輝 A 梁俊豪 蔡鎮滔 朱振宗 伍啟銓 

奇奧 吳小達 吳棟華 袁景倫 劉永賢 

利達集團 張健儒 崔湛全 陶吉平 丘鋒元 司徒健敏 

新世代 梁仲軒 羅尚然 張耀升 

男子甲組 

並列 

第十三名 

乒之館 A 余聯平 楊悰傑 黃瑞寧 何嘉盛 

 

 

 

 

 

 

 

 

 

 



2009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冠軍 恒達 A 雷家文 趙英良 鄔偉光 李漢銘 孔軍凱 

亞軍 香港體育 劉勇 陳焯杰 聶俊穎 金東奎 廖鋒 

季軍 翔鷹 鄒頌堅 鄧量弘 楊振洛 羅國威 余家威 

殿軍 起浪 李景雄 尤偉海 胡振康 區耀成 林志濤 

豐年 陳浩源 鄺瑞中 黃景文 

荃毅 A 胡栢強 吳瑋豐 吳哲鋒 馮偉傑 甘家安 

青屯乒室 李家駒 符杰禧 廖福明 梁東發 
並列第五名 

乒訓中心 馬如龍 姚錦倫 張宁 薛海嘉 

英華 B 吳嘉倫 黃嘉浩 黃家樂 梁二仁 

百靈鳥 梁家強 余健信 何鉅祥 陳俊瑋 陳文生 

警察 B 伍買回 文少傑 李世翹 簡家威 

並列 

第九名 

永佳建材 練駿銘 古兆然 練龍生 馬家驊 歐兆華 

國瑞體藝 林鐵軍 資如福 鄧兆傑 江嘉龍 潘尚熙 

雅健 B 周恩賜 麥偉倫 張智強 何漢邦 

雅健 劉漢琛 羅銳強 張志成 李逸軒 

男子乙組 

並列 

第十三名 

南華會 陳嘉耀 李俊健 梁紹昌 

 

 



 

2009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冠軍 英華 A 馬嘉樂 巫兆聰 孔嘉德 何威 葉俊謙 

亞軍 乒訓社 A 黃錦雄 葉樹發 陳祖貽 張肇基 張肇亨 

季軍 俊一 李一聞 嚴文焯 游昇浩 杜俊彥 陳進業 
男子丙組 

殿軍 警察 C 陳振輝 徐浩天 朱曉軒 何曙謙 

冠軍 香港體育 郭忠平 陳展鵬 梁永基 黃智仁 梁偉強 

亞軍 卓藝 A 黃智傑 鄧偉浩 鄧偉棋 鄧錦泰 黃朗 

季軍 軍澳 B 隊 蘇文志 林進鎮 李運新 任健齡 郭俊傑 
男子丁組 

殿軍 富安 陳國群 劉翔殷 黃沛棠 

 

  

  

 

 

 

 

 

  

 

 

 

  

 



 

 

2009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冠軍 香港體育 A 李皓晴 吳穎嵐 陳雪瑩 李志君 周婉盈 

亞軍 精薈 管夢圓 李清韻 吳嘉儀 林朗而 

季軍 精薈 A 戴欣琳 蔡麗妍 毛熙嬋 黃冠婷 

殿軍 蘇俊華女 杜凱琹 蘇慧音 王重云 黃佩儀 

第五名 公民 黃麗萍 吳敏寧 李世容 孔麗娟 張麗秋 

第六名 雅健 A 陳雪欣 李綺婷 李沛恩 李恩瑜 李楚翹 

第七名 /  

女子甲組 

第八名 /  

冠軍 南華乙 A 吳嘉莉 梁梓菁 陳美珊 柳嘉靜 黃彩琪 

亞軍 聯青卓球 A 李恆珮 劉鳳婷 劉鳳怡 鍾善穎 

季軍 乒峰 A 袁麗琪 潘采鈴 盧樂兒 葉芷恩 
女子乙組 

殿軍 聯青卓球 B 陳俏言 駱海茵 陳瑋文 羅珊珊 

冠軍 南華女 黃寶儀 黃詠珊 曾瑞芳 官秀萍 陳錦園 

亞軍 三次方 鄧梓慧 朱沛汶 麥嘉靜 

季軍 乒乓家園 余穎思 廖瑞妍 黃泳珊 郭淑玲 
女子丙組 

殿軍 健康村游協 陳卓婷 羅嘉敏 潘倚彤 黃沛琦 高麗紅 

 



2008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冠軍 天行一隊 羅佳佳 鄺禹坤 王克捷 李冠毅 李忠謙 

亞軍 天行二隊 鄭楚峰 張溢豐 李忠僖 黃鎮廷 林浚鏗 

季軍 金輝 鄧家駿 陳潤恒 魏焯銘 伍啟銓 

殿軍 屯門男青 雷鐸華 葉泳樞 楊智正 方永佳 陳文峰 

並列第五名 

金輝 A 廖曉明 梁俊豪 蔡鎮滔 朱振宗 

振瑋動力 吳維祺 張宇傑 鄧國基 李志潔 郭裕雄 

警察 A 黃雲志 劉俊楓 高永洋 司徒敬倫 朱曉宇 

新世代 張耀升 梁仲軒 羅尚然 

並列 

第九名 

恒達 B 黃銘樂 黃銘禧 黃銘智 關嘉聲 

愉園 利達偉 馮林 潘漢明 林志恒 趙頌熙 

雅健 A 馮偉奇 阮浩軒 黃承聰 文嘉星 陳沛霖 

銀輝 B 李偉麒 林樹基 吳卓軒 陳韶星 

並列 

第十三名 

百靈鳥 梁家強 何鉅祥 陳杰 陳俊瑋 

恒達 A 雷家文 鄔偉光 姚錦倫 趙英良 

翔鷹 羅國威 余家威 楊振洛 麥景皓 

/  

 

 

 

 

 

 

 

 

 

 



2008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乙組 

冠軍 乒之館 A 余聯平 何嘉盛 楊悰傑 楊光 黃瑞寧 

亞軍 乒乓世界 岑俊賢 陳子榮 盧瑞康 梁偉樂 李浩然 

季軍 奇奧 吳小達 袁景倫 吳棟華 劉永賢 

殿軍 利達集團 張健儒 陶吉平 丘鋒元 崔湛全 司徒健敏

並列第五名 

永佳建材 練駿銘 歐兆華 古兆然 馬家驊 

雅健 郭澤南 陳霆軒 陳樂軒 黃鎮東 

南華會 李俊健 陳嘉耀 區耀成 王曉鋒 

荃毅 A 胡柏強 吳瑋豐 吳哲鋒 周寶華 馮偉傑 

並列 

第九名 

雅健 B 劉漢琛 羅銳強 張志成 甄卓倫 

青屯乒室 李家駒 符杰禧 梁東發 

警察 B 伍買回 文少傑 李世翹 簡嘉威 

乒之館 B 鄺瑞中 黃景文 陳浩源 古業恒 

並列 

第十三名 

銀輝 陳俊銘 徐永傑 顏文傑 馮祖輝 林殷霆 

海基 謝致謙 廖福明 左明陽 陸德強 梁浩登 

/  

/  

 

 



 

2008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丙組 

冠軍 英華 B 羅浩鋒 黃嘉浩 吳嘉倫 黃家樂 

亞軍 起浪 A   李景雄 林志濤 胡振康 尤偉海 周劍成 

季軍 天行一隊 李漢銘 馬如龍 熊健 薛海嘉 陳偉才 

殿軍 國瑞體藝 林鐵軍 廖鋒 潘尚熙 江嘉龍 王洪 

男子丁組 

冠軍 永信 李霆堅 蔡漢銳 羅鑑新 張敬樂 楊福泳 

亞軍 南華會 鍾栢基 莫家豪 梁鎮源 莊祖德 陳尉俊 

季軍 卓藝 A 黃智傑 鄧錦泰 鄧偉浩 黃朗 

殿軍 昇聯 伍潤和 黃偉文 馬華坤 李瑞勳 梁耀池 

 

  

  

 

 

 

 

  

 

 

 

  

 



 

 

2008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女子甲組 

冠軍 愉園 王晶 管梦圓 林朗而 

亞軍 愉園 A 毛熙嬋 李清韻 麥俊麗 雷樂兒 

季軍 /  

殿軍 
天行 

南華會 

李皓晴 吳穎嵐 吳嘉儀 陳雪瑩 香雅玲 

許麗盈 吳嘉鳳 劉海麗 麥家敏 陳慧莊 

第五名 公民 吳敏寧 黃麗萍 張麗秋 李世容 孔麗娟 

第六名 雅健 A 林安娜 鮑穎怡 陳雪欣 李綺婷 

第七名 /  

第八名 /   

女子乙組 

冠軍 蘇俊華女 蘇慧音 蘇慧軒 石靜怡 黃冠婷 

亞軍 俊一 鄭慧珺 杜凱琹 蔡麗妍 陳卓盈 

季軍 乒峰 A 袁麗琪 梁曦文 何思穎 葉芷恩 

殿軍 大專聯隊 馮景群 李冠瑤 潘莊薇 荊帆 

女子丙組 

冠軍 南華女 黃寶儀 黃詠珊 陳錦園 李飛燕 施乙蓮 

亞軍 乒乓家園 黃肇恩 廖瑞妍 黃泳珊 黃樂婷 余穎思 

季軍 北角遊協一 吳穎虹 黃爾聆 周嘉儀 羅喜敏 丁寶儀 

殿軍 北角遊協二 高麗虹 陳卓婷 譚詩朗 潘倚彤 黃卓琳 

    

 



2007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男子團體賽 

組別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冠軍 天行一隊 新世代 乒峰 B 得富利 

亞軍 愉園 百靈鳥 乒乓世界 乒乓家園 

季軍 金輝 警察 A 荃毅 A 龍青 A 

殿軍 天行二隊 雅健 A 海基 石青 

第六名 
銀輝 B 青屯乒室

五至八名

天行二隊２

五至八名 

屯門男青

金輝 A 雅健 乒域 A 好好 

第八名 
公民球會 警察 B 龍青 東區球會

意外權益會 南華會 荃毅 C 以勒 

  

女子團體賽 

組別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冠軍 愉園 公民球會 南華南 

亞軍 南華會甲 天源 B 乒乓家園

季軍 愉園 A 精靈隊 北角遊協

殿軍 天行 乒峰 B 歡欣隊 

第五名 恒達 

五至八名

啟創 -- 

第六名 雅健 A 科藝 -- 

第七名 金輝 紫荊球會 -- 

第八名 公民 精英 -- 

 



2006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因女子甲組只得六隊參加，而其中一隊因初賽時已棄權，所以本會只公布前五

名得獎名單。 

*因女子丙組只決出前四名，所以本會只公布前四名得獎名單。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冠軍 金輝 天行 雅健 龍青 A 

亞軍 富林電子 乒藝社 青屯乒室 俊青 

季軍 愉園 奇奧 警察 B 校友隊 

殿軍 金輝 A 公民球會 乒乓家園 以勒 

第五名 天行 永佳建材 

五至八名

荃毅 A 

五至八名 

得富利 

第六名 利達集團 警察 A 英華 A 恒豐 

第七名 銀輝 B 祥灃科技 乒訓社 好彩 

第八名 恒達 豐年 無雙 幸運草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冠軍 愉園 恒達 A 南華女 

亞軍 金輝 愉園 嘉聯 

季軍 雅健 公民球會 乒乓家園 

殿軍 南華會 乒藝社 B 瑪麗曼 A 

第五名 公民 

五至八名 

國瑞體藝 -- 

第六名 -- SAM -- 

第七名 --  創昇 -- 

第八名 -- 元朗體會 B -- 



2005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因男子乙組的永佳建材及豐年於決出第七名及第八名名次賽中棄權，所以兩隊

同時並列第八名。 

 

*因女子甲組只得六隊參加，所以本會只公布前六名得獎名單。 

*因女子丙組只決出前四名，所以本會只公布前四名得獎名單。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冠軍 富林電子 翔鷹 乒藝社 創昇 

亞軍 愉園 恒達乙 天行 翠林 D 

季軍 金輝 A 南華會 祥灃科技 俊青 A 

殿軍 金輝 百靈鳥 公民球會 好好隊 

第五名 雅健 恒達甲 

五至八名

英華 A 

五至八名 

牧夫 

第六名 利達集團 美圖空運 邁進 俊林戰隊

第七名 皇馬乒會 -- 雅健 南華會 

第八名 銀輝 B 
永佳建材 

豐年 
豐翠雄獅 龍青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冠軍 愉園 李北森 A 南華會 

亞軍 公民 金輝 嘉紛 

季軍 雅健 乒乓家園 颷馳 

殿軍 南華女甲 金輝 A 梁銶琚 F 

第五名 李北森 B 

五至八名 

乒乓世界 -- 

第六名 乒乓世界 雅健 A -- 

第七名 -- 荃毅 -- 

第八名 -- 雅健 -- 



55 週年國慶盃 - 2004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因男子乙組的乒乓世界及乒乓世界 A 於決出第七名及第八名名次賽中棄權，所

以兩隊同時並列第八名。 

 

*因女子甲組報名隊數不足八隊，所以本會只公佈前七名得獎名單。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冠軍 富林電子 銀輝 B 乒之館 A 紫荊球會 

亞軍 雅健 雅健 銀輝 蘇俊華男 

季軍 愉園 東山 恒達 A 新華 B 

殿軍 金輝 屯門男青 國瑞體藝 華星 A 

第五名 恒達 A 南華會 

五至八名

富寶貿易

五至八名 

好好 

第六名 奪標 百靈鳥 起浪 D 海狼 

第七名 榮興 -- 銀輝 C 寶琳之友

第八名 金輝 A 
乒乓世界 

乒乓世界 A 
恒達 B 百靈鳥 C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冠軍 公民 愉園 南華會 C 

亞軍 雅健 李北森 B 元朗體會 

季軍 南華會 恒達 醫管局 

殿軍 葵青 HKSAM 友朋 

第五名 匯峻 B 

五至八名 

乒之傑 

五至八名 

乒乓世界 

第六名 乒乓世界 李北森 C CPCS 

第七名 匯峻 A 南華會 B BHJS 

第八名 -- Queen’s 信望友 



2003 年度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男甲 富林電子 恒達 金輝 金輝 A 奪標 愉園 崇正總會 榮興 

男乙 恒達 利達集團 雅健 地利亞 銀輝 B 美圖空運 東山 乒乓世界 

男丙 乒乓世界 英華 A 雅健 好彩 易美廣告 銀輝 -- 藝昇/ 

華星 A隊 

女甲 公民 匯峻 A 雅健 葵青 南華會 匯峻 B 雅健 A 國瑞體藝 

女乙 雅健 乒乓世界 C 乒乓世界 D 南華南 雅健 A 金輝 雲中寶 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