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全港公開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單打賽成績 
()內為參賽球員提供的教練資料 

名次 男子 U9 組 

(9 歲或以下) 

男子 U12 組 

(10-12 歲) 

男子 U15 組 

(13-15 歲) 

男子 U18 組 

(16-18 歲) 

冠軍 鄭一言 甄正彥 于諾 姚鈞濤 

亞軍 羅靖禧 陳知行 (黃佩儀) 陳顥樺 鮑奕文 

季軍 
翁梓軒 (劉耀祖) 呂承亨 (董倫) 施穎亨 蔡俊杰 (劉文杰) 

李碧權 (陳智紳) 何啟燊 萬啟山 黃翰林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江君皓 羅嘉杰 (潘康儷) 李翰文 梁詠賢 

劉律勤 (陳文峰) 麥淞瑋 姚日謙 陳以信 

黎騏豪 (梁東發) 韓士象 (董倫) 黃耀民 麥子浩 

蕭天澔 (劉必勝) 蕭予正 (董倫) 李嘉謙 馮俊瑋 

 

 

 女子 U9 組 

(9 歲或以下) 

女子 U12 組 

(10-12 歲) 

女子 U15 組 

(13-15 歲) 

女子 U18 組 

(16-18 歲) 

冠軍 李梓維 羅心怡 陳劭藍 李嘉宜 

亞軍 賴穎芯 鄒清華 (王晶) 馬一心 (莫卡莎) 黃芊柔 

季軍 
張萃雯 王曉琳 黃凱彤 吳詠琳 

方紫喬 麥廷而 嚴浩晴 馮慧珠 (鄧裕康)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林蔚欣 張詠然 周嘉晴 吳僖桐 

顧璇 (趙鵬) 司徒詠怡 江芷林 李凱敏 

李鎧澄 麥明芯 (王晶) 李卓潼 李仲欣 

陳奕臻 鄭思言 (張岩) 許心怡 潘逸 

 

 

雙打賽 

 男子雙打 女子雙打 

冠軍 陳顥樺 / 姚鈞濤 江芷林 / 陳劭藍 

亞軍 陳以信 / 鮑奕文 馮慧珠 / 黃芊柔 

季軍 
聶梓峯 / 梁凱謙 文廸君 / 潘逸 

于諾 / 蔡俊杰 史穎嘉 / 范詠詩 

前五名 

至 

前八名 

黃翰林 / 陳鎮翹 許煒 / 嚴浩晴 

梁詠賢 / 施穎亨 李卓潼 / 陸思妤 

黃凱略 / 李翰文 黃凱彤 / 張曼莉 

黃耀民 / 呂陶 周嘉晴 / 陳依明 

 



2019全港公開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團體賽成績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員 

男子 U12 組 

(12 歲或以下) 

 

冠軍 乒域 A 羅嘉杰、方若雷、謝泓浚、何啟燊 

亞軍 雅健 A 陳栩揚、梁兼維、陳敬延、趙皓陽 

季軍 柏萃 陳知行、麥凱峰、魏兆澧、樊匡堯、張楓 

季軍 耀中 A 呂承亨、方啓光、蕭予正、黃友村、呂柏羲 

第五至八名 

乒乓匯智 A 邱鈞霆、張名灝、黃日朗、鄭奕翹 

乒訓社 A 李祖東、王昀希、楊仲軒、陸綽祺 

乒域 B 黃衍傑、翁梓軒、陳柏希、林佳楠 

啟思國際 B 李澤天、沈家齊、黃子燊 

男子 U15 組 

(13-15 歲) 

冠軍 文萬雷 李翰文、雷雋謙、萬啟山 

亞軍 喇沙 A 李澤峰、詹朗天、黃凱略、劉縉諾 

季軍 組合聯盟 尤頌蘅、劉殷佑、范偉樂、謝兆隆 

季軍 乒域 A 李嘉謙、呂陶、張文廸、姜旭晟 

第五至八名 

四人乒乓 甄正彥、許綽言、譚竣仁、洪諾俊 

乒域 B 陳愷健、李宗衡、蘇卓夫、姚日謙 

喇沙 B 何胤廷、凌子悅、馬希樂 

乒域 C 黃曉峰、郭浩饒、田宇皓 

男子 U18 組 

(16-18 歲) 

冠軍 乒域 A 黃翰林、姚鈞濤、陳顥樺、姚鈞浩、許俊僖 

亞軍 愉園 陳以信、于諾、蔡俊杰、蘇學龍、許梓朗 

季軍 星域 A 葉胤廷、羅俊堅、吳兆聰、陳明禮 

季軍 乒域 B 梁凱謙、聶梓峯、陳莃舜、蘇致 

第五至八名 

香港體育 B 鮑奕文、羅子鋒、黃浩正、許鉞 

喇沙書院 馮俊瑋、王竣鴻、林星肇、梁詠賢、曾梓峻 

宏翶乒藝 劉駿熙、林暐燁、溫保庭、曹子浩、葉海杰 

雅健 A 施穎亨、黃力融、陳逸俊、崔敬喬、李柏濠 

 



組別 名次 隊伍 隊 員 

女子 U12 組 

(12 歲或以下) 

 

冠軍 南華十二 羅心怡、司徒詠怡、高葦頤 

亞軍 精薈 A 方心愛、麥廷而、鄒清華、張詠然 

季軍 乒乓寶寶 萬曉汶、江梓澄、李澤殷、陳臻穎 

季軍 雅健 A 方諾陶、王曉琳、劉芷安、李梓維 

第五至八名 

乒域 A 袁千童、陳蘊茵、黃馨瑤、楊以琳、楊鍏晴 

精薈 B 林天怡、林裕臻、麥明芯、羅鈺殷 

精薈 C 鄭思言、謝芷柔、楊凱晴、金韓睿妍、翟星律 

南華 王穎雅、李芷晴、蔡淽殷、盧諾欣 

女子 U15 組 

(13-15 歲) 

冠軍 南華十五 陳劭藍、馬一心、李卓潼、傅靖嵐 

亞軍 協恩 C 江芷林、鄧凱允、黃凱彤、周悅天 

季軍 協恩 D 劉姵廷、江鎧澄、蘇絺嵐、潘樂津、鄭心裕 

季軍 聖保羅男女 嚴浩晴、黃芷翎、許心怡、姚學蓁 

第五至八名 

乒域 A 林心懿、徐珮瑜、梁晴睎、胡艾琪、何芷晴 

精薈 A 梁航菲、李愷桐、許映彤、梁藝洋、趙一暢 

啟思國際 A 周嘉晴、陳秀淇、李穎恩、蔣綽薇 

南華會 譚倩芝、譚雅文、何韻羚、林靈風 

女子 U18 組 

(16-18 歲組) 

冠軍 活力星 A 馮慧珠、尹康潼、吳詠琳、李凱敏 

亞軍 南華十八 李嘉宜、黃芊柔、張曼莉 

季軍 協恩 A 文廸君、梁葭蘊、吳僖桐、林樂恩 

季軍 協恩 B 史穎嘉、范詠詩、黃栢詠、劉淽鎵、歐陽美絃 

第五至八名 

精薈 李仲欣、陸思妤、林滙臻、袁伊藍、陳曉嵐 

錦綉乒團 潘曉樂、潘曉悠、潘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