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總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姚鈞濤 蔡鎮滔 林佳楠 華傲雪 范珏斌 

亞軍 洪振軒 楊戈 余俊賢 葉梓泓 李浩然 

季軍 
李翰文 陳建行 雷電 李柏翹 嚴浩楠 

羅佳佳 何俊濤 羅新彥 梁俊翹 余子健 

第五至八名 

陳顥樺 黃家而 潘健豐 洪啟賢 董啓傑 

張彥陶 林飛揚 黃煒傑 黃景業 羅嘉華 

曾梓峻 林秉軒 成駿賢 楊德勤 梁栢僑 

黃健惺 呂陶 黃俊熹 劉晉揚 馮偉國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陳劭藍 鍾善穎 蘇恩潼 陳奕臻 

亞軍 黃芊柔 彭愷琳 陳蘊茵 李曦文 

季軍 
羅心怡 胡洛懿 洪琳 葉蔚葹 

黃凱彤 吳僖桐 黃文懿 韓心妍 

第五至八名 

江芷林 林宛悠 田芳宜 關洛琳 

范詠詩 潘莊薇 王瑞琪 黃珮淇 

李卓潼 李瑩影 陳僖 孟欣熹 

陸思妤 黎芷琦 方心愛 李鎧澄 

 



 

2021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總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姚鈞濤 陳明禮 梁嘉晉 黎騏豪 楊戈 (容朗展) 

亞軍 洪振軒 姚日謙 蕭穎禧 何嘉濤 林可銘 

季軍 
陳顥樺 朱浩弘 邱鈞霆 鄭智聰 雷電 

張彥陶 林志恒 石偉文 王傲喬 何嘉盛 

第五至八名 

蔡俊杰 許冠生 麥淞瑋 朱曉軒 洪振強 

林靖杰 梁凱竣 郭志文 劉家志 吳俊卓 

麥景皓 林如瀚 陳嘉輝 張碧威 Woudstra Bas 

黃嘉浩 陳智源 陳建峯 陳俊宇 余俊賢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張文靜 陳美淇 魯桂廷 梁葭蘊 

亞軍 陳劭藍 麥廷而 黃舜希 李倚潁 

季軍 
吳詠琳 謝銘施 謝芷柔 張嘉鈺 (王晶) 

潘逸 周建敏 龍信衡 阮芯諾 (李芃) 

第五至八名 

陳美珊 潘莊薇 高葦頤 李梓維 (李一聞) 

李凱敏 呂慧思 梁藝洋 (容朗展) 洪琳 

李卓潼 王曉琳 鄭思言 LU Youni 

嚴浩晴 蔡杏怡 楊鍏晴 張慧怡 

 



 
2019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總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于諾 朱振宗 張國豐 溫保庭 麥淞瑋 (董倫)

亞軍 黃嘉浩 聶梓峯 梁嘉俊 呂鍵灝 鄧永全 

季軍 
陳顥樺 甄正彥 

文國麟  
(呂定龍) 

楊安尹 張淳晞 

姚鈞濤 梁鎮源 麥偉倫 陳昌宏 謝偉強 

第五至八名 

曾梓峻 萬啟山 陳偉傑 楊秀言 陳展鋒 

張彥陶 何季興 鄭栢謙 鄭奕翹 洪振強 

鄧家駿 麥鴻森 梁嘉倫 林逸榮 黃博豪 

林靖杰 李晉鏗 陳栩揚 梁建宗 鍾曉峯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馮慧珠 (鄧裕康) 羅卓琳 陳臻穎 李芷晴 

亞軍 文迪君 羅心怡 蕭予寧 金韓睿妍 

季軍 江芷林 劉姵廷 陳麗萍 張慧怡 

殿軍 許煒 周建敏 楊鍏晴 李敏玲 

第五至八名 

吳穎祺 李瑩影 何韻羚 陳妙文 

李卓潼 袁麗琪 葉素心 梁嘉怡 

馬一心 (莫卡莎) 周昭慧 梁晴睎 LU YOUNI 

黃芷翎 許映彤 劉芷安 (劉必勝) 李齸葑 

 



2018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 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黃嘉浩 梁詠賢 萬啟山 林星毓 湯文浩 

亞軍 林靖杰 林星肇 陳知行 張朝濱 莊偉豪 

季軍 
陳顥樺 許俊僖 陳浩樑 林曉陽 張志敏 

麥子謙 梁鎮源 陳嘉輝 關耀明 陳衍惺 

第五至八名 

鮑奕文 關晧勤 梁仲仁 嚴一山 陳子軒 

賀方正 陳煒勤 呂承亨 (董倫) 冼冠廷 梁嘉俊 

黃健惺 戴駿傑 林凱培 洪諾俊 (董倫) 利智恒 

鄧家駿 李嘉浩 梁樂軒 莫浩雲 翁占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吳詠琳 羅卓琳 蔣綽薇 林宛悠 

亞軍 李嘉宜 胡艾琪 勞顯晴 (黃浩良) 李汶錡 

季軍 
周穎詩 方焯琪 王曉琳 陳嬉垣 

陳美珊 許映彤 麥廷而 何思潼 

第五至八名 

羅芷君 林滙臻 梁航菲 賴穎恩 

潘逸 李穎恩 翟星律 黃寶儀 

黃凱彤 黃芷翎 陳凱桐 陳麗萍 

馮慧珠 (鄧裕康) 林欣慧 黃馨瑤 (黃子江) 金韓睿妍 

 



2017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 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陳杰 于諾 吳子康 祁德正 陳建峯 

亞軍 張宇傑 陳上珩 聶梓峯 陳文生 羅銘基 

季軍 曾梓峻 梁哲維 朱健強 李潁林 郭穎邦 

殿軍 賀方正 陳韋曦 嚴家其 楊永勤 楊族生 

第五至八名 

鄧家駿 馮俊瑋 李嘉謙 梁永傑 林進鎮 

黃嘉浩 蔡德成 凌瑋洛 陳君諾 楊祖勤 

阮浩軒 何健聰 汪世恆 任浚禾 劉家溢 

黃健惺 陳帕劻 李樺杰 何俊濤 麥子榮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黃芊柔 

(楊樹基) 
黃凱彤 代雅君 勞顯晴 

亞軍 陳韻彤 陸思妤 黃芷翎 
鄒清華 

(劉海麗) 

季軍 
李嘉宜 

(港隊教練) 
袁麗琪 

劉卓穎 
(劉海麗) 

梁玉貞 

殿軍 周蔚洋 王妍曦 石皎如 陳悅婷 

第五至八名 

陳雪瑩 叶麗婷 朱希蕎 
方諾陶 

(黃旭潮) 

李仲欣 黎芷琦 李佩澤 張梓瑩 

屈睿蕎 陳劭藍 祝珺瑋 陳凱桐 

呂慧思 周昭慧 張婉華 梁瑋莉 

 



2016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 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黃健惺 李偉鈺 林星肇 羅俊堅 宋凱榮 

亞軍 陳 杰 陳君濠 陳顥樺 陳偉健 周樹勳 

季軍 黃翰林 郭世榮 鍾華譽 范偉樂 謝偉強 

殿軍 鄭栢晞 古兆然 陳家豪 張霆鋒 陳健華 

第五至八名 

吳卓軒 姚鈞濤 李兆源 黃家俊 顏立典 

蔡鎮滔 任健齡 陳莃舜 黎志明 馮偉國 

張宇傑 蔡嘉樂 曾俊文 聶梓峯 張 斌 

曾梓峻 梁鎮源 曾浚明 雷鈞彥 繆天濠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吳穎嵐 潘 逸 張婉華 石皎如 

亞軍 陳美珊 陳劭藍 沈寶恩 李汶錡 

季軍 黃芊柔 許心怡 胡艾琪 黃芷翎 

殿軍 鍾善穎 叶麗婷 麥芯瑜 徐希婷 

第五至八

名 

羅以琳 李卓潼 高舒婷 梁凱誼 

李嘉宜 嚴浩晴 李愷桐 張燕欣 

吳嘉敏 陸思妤 林靈風 趙敏燁 

孔千溦 梁詠詩 吳玫薈 黎家雯 

 



2015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甲組 林靖杰 麥景皓 曾梓峻 

男子乙組 張昱傑 陳晉生 彭子琛 

男子丙組 姚鈞濤 施穎亨 鮑奕文 

男子丁組 柳兆烽 許鉞 許梓朗 

男子戊組 池堃 陳昌宏 張偉明 

女子甲組 劉麒 黃芊柔 葉芷恩 

女子乙組 詹樂琳 李恆珮 史穎嘉 

女子丙組 胡詩琪 陳劭藍 林凱婷 

女子丁組 叶麗婷 翁馨婉 胡艾琪 

 
 



2014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冠軍 何鈞傑 曾梓峻 李浩賢 馮偉倫 

亞軍 林兆恒 鄭志坤 潘正潮 黃芷穎 

季軍 麥景皓 劉鎮杰 王志賢 葉胤廷 

殿軍 關文皓 李柏濠 盧國昌 梁詠賢 

第五至八名 

鄭立橋 鄭栢晞 劉繼文 蔡智康 

潘尚熙 楊沛霖 蕭穎禧 姚鈞濤 

林靖杰 伍煒業 陳君濠 余梓濼 

李漢銘 任健齡 譚智輝 林卓男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冠軍 李清韻 羅卓琳 吳詠琳 

亞軍 蘇慧音 林樂恩 劉殷圻 

季軍 王重云 劉沅欣 吳玫薈 

殿軍 黃芊柔 詹樂琳 胡詩琪 

第五至八名 

呂慧思 周建敏 何穎桐 

劉麒 王麗咏 嚴浩晴 

鍾善穎 譚芷甄 吳懿珈 

屈睿蕎 梁詠詩 袁展瑩 

 



2013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冠軍 孔嘉德 郭世榮 梁碩熙 盧國昌 

亞軍 廖曉明 陳勇奮 葉定璋 林奕騏 

季軍 黃嘉浩 朱凱源 趙家安 余根鴻 

殿軍 梁俊豪 馬子迅 崔敬喬 吳有邦 

第五至八名 

馬嘉樂 陳沛樂 陳明豐 趙勁 

李彥衡 余志江 黃雋溢 王德龍 

鄭楚峰 麥偉倫 朱志明 蘇京國 

李逸軒 陸緯軒 陳順南 鄧博文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冠軍 林依諾 劉淨嵐 詹樂琳 

亞軍 劉麒 吳嘉敏 黎珈而 

季軍 蘇慧音 樊珮朗 林煒詩 

殿軍 呂慧思 林曉晴 簡珮琪 

第五至八名 

徐雪瑩 梁葭蘊 曾咏琪 

葉芷恩 歐陽美絃 黃曦樂 

方怡 梁詠詩 史穎嘉 

王重云 鍾文詩 黎家雯 

 



2012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林兆恒 賴卓然 郭世榮 梁碩熙 趙勁 

亞軍 麥景皓 關皓勤 鄺浩平 王志賢 黃嘉仁 

季軍 林靖杰 陳志偉 陳沛樂 郭仲良 李國威 

殿軍 羅浩鋒 鄧智軒 梁鎮源 盧敏銳 利智恒 

第五至八名 

廖曉明 伍子軒 洪啟智 李泓鋒 關耀明 

李忠謙 譚晧賢 顏諾明 盧祖銘 蔡漢銳 

潘尚熙 張昱傑 譚朗聰 曾梓峻 何錫坤 

孔嘉德 林昊瀛 朱凱源 楊甯 阮文傑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吳嘉儀 李嘉宜 蔡美 關怡嫺 

亞軍 鍾善穎 孔千溦 歐陽美絃 羅卓姿 

季軍 林依諾 吳嘉敏 林樂恩 潘倚彤 

殿軍 陳韻彤 孫西子 葉卓怡 梁倩如 

第五至八名 

陳奕珺 方怡 吳倩怡 李式嫺 

李瑩影 梁嘉倩 蔡夢妍 卓廷欣 

周蔚洋 梁葭蘊 鍾文詩 梁植鴻 

劉麒 鍾浩嘉 劉淨嵐 何玉晶 



2011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麥景皓 黃健惺 曾永祥 萬秉鈞 趙振鵬 

亞軍 孔嘉德 林飛揚 馮嘉穎 馬基舜 謝展鶼 

季軍 林兆恒 黃諾謙 李朗軒 梁鎮源 鄭旭恒 

殿軍 張宇傑 岑子顥 蔡孟麒 郭世榮 楊族生 

第五至八名 

李漢銘 呂定龍 陳帕劻 朱凱源 何建豐 

鄧家俊 方狄祺 徐鎮威 陳智紳 李國威 

鄧國基 賀方正 郭志強 郭子健 何秉石 

林志濤 杜建邦 葉樹發 任健齡 鍾柏基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杜凱琹 王詠彤 陳美琪 羅雪 

亞軍 葉芷恩 陳韻彤 黃曉琳 卓廷欣 

季軍 王重云 陳慧莊 楊逸嵐 吳穎虹 

殿軍 麥子詠 李兆宜 梁采盈 黃清嬌 

第五至八名 

鍾善穎 李寶蓮 劉育玲 黃金鳳 

吳穎祺 樊珮朗 梁詠如 黃寶儀 

盧樂兒 孫西子 唐穎思 鄧梓慧 

麥俊麗 劉麒 蘇樂琳 羅卓姿 



2010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孔軍凱 胡振康 王祚潤 曾永祥 趙勁 

亞軍 孔嘉德 鄧凱仁 李偉鈺 江耀祖 葉祿怡 

季軍 張字傑 劉永賢 文少傑 陸緯軒 蔡漢銳 

殿軍 孔鏵德 嚴文焯 何文俊 陳偉傑 陳永寶 

第五至八名 

羅浩鋒 關晧勤 張榮傑 蕭樂軒 楊族生 

鄧家駿 林飛揚 朱凱民 趙子聰 何建豐 

廖曉明 麥子謙 陳天雋 許冠生 郭世榮 

鄭楚鋒 陳垂捷 葉樹發 馬基舜 余澤輝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杜凱琹 孫西子 梁嘉倩 潘倚彤 

亞軍 鍾善穎 鄧芷彤 方怡 官秀萍 

季軍 蘇慧音 羅卓琳 袁向風 何鳳儀 

殿軍 盧樂兒 李敏玲 宮蕙英 陳婉彤 

第五至八名 

李清韻 番莊薇 劉巧兒 李惠嫻 

麥俊麗 王詠彤 周婉盈 鍾文詩 

王重云 黃迪雯 林欣曉 彭秀容 

葉芷恩 范向盈 鄧凱欣 羅嘉敏 



2009 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李冠毅 李逸軒 黎子恒 梁嘉倫 蔡漢銳 

亞軍 鄭楚峰 游昇浩 林偉信 廖定謙 任健齡 

季軍 趙仲熙 石頌謙 湯家偉 高家富 樊志洋 

殿軍 陳子榮 陳志穎 黎冠璋   方漢平 倪思朗 

第五至八名 

李忠謙 方狄祺 文國麟 陳瑋霆 李運新 

麥景皓 劉栢偉 陳歡樂 梁灝程 阮文傑 

鄧國基 關皓勤 葉國新 陳偉平 利智恒 

林志濤 曾浩文 洪佳南 陳智紳 趙子聰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吳穎嵐 林沛瑤 樊珮然 黎漪鈴 

亞軍 管夢圓 柳嘉靜 黃瑋琳 劉巧兒 

季軍 李皓晴 黃爾聆 施乙蓮 張嘉敏 

殿軍 吳嘉儀 袁桂妍 何玉蘭 霍佩瑩 

第五至八名 

蘇慧音 林清怡 林文悅 黃寶儀 

杜凱琹 黃鐘慧 王媄欣 吳穎虹 

李清韻 陳可欣 梁琬貞 沈楚君 

毛熙嬋 羅詠恩 馬綽盈 黃正盈 



2008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李忠謙 孔軍凱 賀方正 張文光 嚴一山 

亞軍 趙頌熙 黃銘樂 黎子華 庾博彥 陳振宇 

季軍 張溢豐 郭建武 馮澤輝 麥鴻森 鍾栢基 

殿軍 阮浩軒 簡嘉威 鄒子龍 關耀明 劉就明 

第五名 朱曉宇 林志濤 蔣敬倫 黎冠璋 

前八名 

(不分名次)

陳中瀚

第六名 黃鎮廷 盧國昌 文家偉 陳富榮 謝國雄

第七名 鄺禹坤,  

鄭楚峰 

趙國偉 陳建珊 陳劍聰 伍潤和

第八名 / 葉振家 陳垂捷 林欣榮 方漢平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李皓晴 蔡麗妍 麥子詠 黃爾聆 

亞軍 吳穎嵐 袁麗琪 楊賜嘉 黃金鳯 

季軍 管夢圓 李博琳 梁詠詩 施乙蓮 

殿軍 李清韻 吳穎祺 鄭桂紅 梁穎恩 

第五名 吳嘉儀 陳倩欣 蕭諾行 

前八名 

(不分名次) 

鄧小冰 

第六名 戴欣琳 黃懿珩 黃瑋琳 劉育鈴 

第七名 杜凱琹 羅以琳 徐雪瑩 郭淑真 

第八名 駱海茵 黃廸雯 王鎂欣 鄺芷蕙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 

2007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鄭楚峰 何鈞傑 陳志偉 許安棋 萬家良 

亞軍 陳潤恒 麥瀚升 袁其祥 尹永陵 鍾柏基 

季軍 張宇傑 李偉麒 仇寶林 趙文雄 陳永寶 

殿軍 李冠毅 符杰禧 麥溢輝 余志良 藍禮俊 

第五名 羅浚龍 林兆恒 何家傑 何永祥 

前八名 

(不分名次)

江嘉邦

第六名 鄧國基 姚錦倫 梁景就 陳錫泉 梁嘉倫

第七名 朱曉宇 鄭文邦 黃成泉 周志輝 胡偉傑

第八名 張君朗 黃偉強 何威 黃瑞禎 嚴一山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吳穎嵐 管梦園 劉佩珊 陳芷萼 

亞軍 李皓晴 杜凱琹 鄧梓慧 吳穎虹 

季軍 吳嘉儀 陳卓盈 黃懿珩 余穎思 

殿軍 戴欣琳 陳莎梨 劉沅欣 鄭嘉寶 

第五名 李清韻 李思瑜 楊賜嘉 

前八名 

(不分名次) 

劉巧兒 

第六名 林朗而 蘇慧音 方希嵐 黃幸兒 

第七名 吳嘉鳳 沈芷彤 袁桂妍 鄭惠敏 

第八名 毛熙嬋 張德琬 張婉華 陳麗珠 



2006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鄭楚峰 姚錦倫 陳杰 鄭文邦 庚博彥 

亞軍 趙頌熙 李一聞 李世翹 梁景就 劉錦祥 

季軍 崔湛全 梁東發 張昱傑 馮澤輝 陳永寶 

殿軍 陳潤恒 盧國昌 郭偉鋒 郭穎邦 吳耀榮 

第五名 張君朗 曾永昌 蕭穎霖 林奕騏 

前八名 

(不分名次)

陳欽榮

第六名 張溢豐 陳耀錚 胡振康 葉振忠 周志輝

第七名 李忠謙 吳伯駒 李維軒 溫少琳 吳穎恒

第八名 陳韶星 羅國威 黃漢林 麥啓東 駱志渠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吳穎嵐 吳敏寧 楊拓思 羅詠欣 

亞軍 李皓晴 范靜 周蔚洋 李麗英 

季軍 許麗盈 戴愷廸 葉芷恩 徐美婷 

殿軍 毛熙嬋 姚璐 林文鳳 彭秀容 

第五名 林朗而 曾慧媚 譚可兒 

前八名 

(不分名次) 

鍾學妍 

第六名 黃淑君 劉鳳婷 韓芷盈 龍信衡 

第七名 陳慧莊 李詠琪 張曉瑩 郭淑真 

第八名 梁慕冰 王重云 曾浠彤 黃佩儀 



2005 年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趙頌熙 鄭楚峰 梁東發 馮有財 陳志光 

亞軍 林志恒 鄺瑞中 鍾錦台 趙國偉 薜海嘉 

季軍 張宇傑 黃鎮東 盧永熾 何北前 邱傑豪 

殿軍 陳文生 黃天惠 周瑩 張昱傑 許華 

第五名 鄧家駿 黃承聰 麥景皓 文家偉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林燕飛

第六名 鄧國基 林浩祥 吳卓軒 張建樑 楊鋒法

第七名 李志潔 施能璇 陳振宇 何秉石 呂慶銘

第八名 崔湛全 黃鎮廷 李偉麒 張仕華 陳劍聰

       

      

名次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吳穎嵐 伍殷儀 凌方紅 戴愷迪   

亞軍 吳紅蓼 李清韻 邵潤珠 劉麗君   

季軍 區婉薇 鍾善穎 何玉蘭 李佳恩   

殿軍 陳雪欣 鮑穎怡 陸韶宜 謝麗霞   

第五名 魏文芳 麥俊麗 羅珊珊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曾瑞芳   

第六名 吳嘉儀 李紅茵 陳可欣 黃佩儀   

第七名 李皓晴 簡銨怡 區慧燕 林詩明   

第八名 林安娜 伍美儀 蔡麗妍 許雅惠   



2004 年度全港公開乒乓球排名單打錦標賽 

成績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男子丁組 男子戊組 

冠軍 朱曉宇 袁景倫 林志濤 葉啟天 楊樹基 

亞軍 廖曉明 馮汝聰 李銘業 陳建中 朱永漢 

季軍 鄧家駿 黎耀棠 何立為 陳俊勤 耿雷 

殿軍 黃旭潮 利達偉 蔡德成 朱萬全 蘇建祥 

第五名 潘漢明 司徒健敏 張志輝 黃瑞禎 羅振宇 

第六名 鄧國基 黃銘禧 張汶彬 陳耀錚 彭文禮 

第七名 何嘉盛 施能璇 關嘉聲 岑俊賢 林嘉輝 

第八名 張宇傑 鄺瑞中 羅銳強 張德明 謝喬中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丁組 

冠軍 于國詩 梁敏思 曾慧媚 黃寶儀 

亞軍 吳紅蓼 林朗而 忻雯艷 劉曉炘 

季軍 李皓晴 陳瑋文 程凱欣 周昭敏 

殿軍 林安娜 韋婉婷 黃晞彤 蕭南英 

第五名 陳雪欣 黎惠玲 林清怡 龍婉枝 

第六名 吳穎嵐 李寶蓮 李詠琪 施小寶 

第七名 潘莊薇 李敏玲 何蒨萱 錢美琳 

第八名 李綺婷 楊美玲 陳秀珠 廖肇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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