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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比賽桌球比賽桌球比賽桌球比賽 – 成績紀錄表成績紀錄表成績紀錄表成績紀錄表 

 

甲組項目得分甲組項目得分甲組項目得分甲組項目得分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O001840 電訊盈科電訊盈科電訊盈科電訊盈科 7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914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5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 3 

O001816 渣打銀行渣打銀行渣打銀行渣打銀行(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1 

O001923 TNT EXPRESS WORLDWIDE (H.K.) LTD 1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O002038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 

 

 

甲組男子單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38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鍾河清 

亞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孫永健 

季軍 O002008 栢誠(亞洲)有限公司 陸偉恒 

殿軍 O001996 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黃德華 

 

 

甲組女子單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16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陳穎君 

亞軍 O001914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黃曉彤 

季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黃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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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男子雙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23 TNT EXPRESS WORLDWIDE (H.K.) LTD 李煒明 區健倫 

亞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王永鍇 黃仲偉 

季軍 O001879 怡和體育會 溫少強 鄭鎮鵬 

殿軍 O001814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TD. 張珈榴 冼廣飛 

 

 

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亞軍 O001914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季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殿軍 O001886 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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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項目得分乙組項目得分乙組項目得分乙組項目得分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O002021 生活製作有限公司生活製作有限公司生活製作有限公司生活製作有限公司 7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848 藝城貿易公司藝城貿易公司藝城貿易公司藝城貿易公司 5 

O001939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3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O002046 星展財務星展財務星展財務星展財務 3 

 

 

乙組男子單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39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梁國成 

亞軍 O002014 輝固認證服務有限公司 龔建強 

季軍 O001813 川葉電子防盜系統有限公司 葉旭添 

殿軍 O002011 輝固土力工程及檢測有限公司 歐陽新 

 

 

乙組女子單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21生活製作有限公司 郭家欣 

亞軍 O001866 日崇集團有限公司 陳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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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男子雙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46 星展財務 黃潤富 岑肇中 

亞軍 O002021 生活製作有限公司 關俊耀 池嘉偉 

季軍 O001848 藝城貿易公司 區家信 梁永耀 

殿軍 O001866 日崇集團有限公司 徐燊龍 黃德華 

 

 

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848 藝城貿易公司 

亞軍 O002011 輝固土力工程及檢測有限公司 

季軍 O001929 曼聯貨運 

殿軍 O002021 生活製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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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項目得分丙組項目得分丙組項目得分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桌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O001997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7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841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 5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893 水務署水務署水務署水務署 5 

O001909 香港懲教署香港懲教署香港懲教署香港懲教署 1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O002010 律政司職員聯誼會律政司職員聯誼會律政司職員聯誼會律政司職員聯誼會 1 

 

 

丙組男子單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97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方遠彪 

亞軍 O001893 水務署 鄧奇泊 

季軍 O001841香港警務處 顏偉雄 

殿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何秋堅 

 

 

丙組女子單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10 律政司職員聯誼會 馮美琪  

亞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葉慧雲 

季軍 O001841香港警務處 李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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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男子雙人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香港警務處 吳劍雄 李沛聰 

亞軍 O001997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歐詠基 盧偉鋒 

季軍 O001893 水務署 李向能 陳志雄 

殿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鄺文偉 吳穎聰 

 

 

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997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亞軍 O001893 水務署 

季軍 O002042 民航處 

殿軍 O001957 建築署物業事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