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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比賽 – 成績紀錄表 

 

甲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7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7 

季軍 O002228 香港賽馬會 3 

殿軍 

O002168 電訊盈科 1 

O002328 國泰航空公司 1 

 

甲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王德龍 

亞軍 O002328 國泰航空公司 李俊健 

季軍 O002127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康體會 洪佳男 

殿軍 O002319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中 

 

甲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228 香港賽馬會 莫綺汶 

亞軍 O002259 宏利 李敏玲 

季軍 O002105 滙豐體育會 佘寶嘉 

殿軍 O002220 星展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吳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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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麥溢輝 張如旭 

亞軍 O002129 香港科技大學 李行偉 金志堅 

季軍 O002228 香港賽馬會 鍾榮耀 劉繼文 

 

 

甲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219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劉佩珊 潘安琪 

亞軍 O002158 怡和體育會 黃梅琛 張嘉敏 

季軍 O002168 電訊盈科 高雅馨 羅珊珊 

殿軍 O002138 港鐵公司 陶心容 曾雲 

 

 

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亞軍 O002168 電訊盈科 

季軍 O002328 國泰航空公司 

殿軍 O002105 滙豐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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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375 浚威會計事務所 7 

亞軍 O002292 香港乒乓球訓練及器材中心 5 

季軍 O002152 乒乓匯智 3 

殿軍 O002208 金峰鈕扣實業有限公司 1 

 

乙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375 浚威會計事務所 李一聞 

亞軍 O002208 金峰鈕扣實業有限公司 蕭穎霖 

季軍 O002292 香港乒乓球訓練及器材中心 吳哲鋒 

殿軍 O002272 隆泰行 趙國偉 

 

 

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375 浚威會計事務所 梁詠詩 

亞軍 O002152 乒乓匯智 陳曉恩 

季軍 O002272 隆泰行 蔡延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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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152 乒乓匯智 伍子軒 任健齡 

亞軍 O002292 香港乒乓球訓練及器材中心 陳昌宏 歐俊良 

季軍 O002208 金峰鈕扣實業有限公司 劉堅榮 黎子恆 

殿軍 O002266 乒乓城 何耀坤 佘國光 

 

 

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375 浚威會計事務所 鍾文詩 黃迪雯 

亞軍 O002292 香港乒乓球訓練及器材中心 林穎汶 周翠珊 

季軍 O002266 乒乓城 王瑞娟 楊心心 

殿軍 O002378 PWT LOGISTICS (H.K.) LTD. 姚寶常 周芷嫻 

 

 

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292 香港乒乓球訓練及器材中心 

亞軍 O001797 東區乒乓球會 

季軍 O002375 浚威會計事務所 

殿軍 O002208 金峰鈕扣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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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7 

亞軍 O002326 懲教署 5 

季軍 O002283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3 

殿軍 

O002336 勞工處員工福利委員會 1 

O002352 機電工程署 1 

 

 

丙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283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蔡鎮滔 

亞軍 O002352 機電工程署 陸德強 

季軍 O002326 懲教署 楊振洛 

殿軍 O002267 香港海關 林易俊 

 

 

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劉鳳婷 

亞軍 O002336 勞工處員工福利委員會 黃月玲 

季軍 O002326 懲教署 麥慧詩 

殿軍 O002283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廖玉群 

 



 6 

 

丙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司徒敬倫 朱曉宇 

亞軍 O002326 懲教署 張志成 馮健邦 

季軍 O002190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尹永陵 張仕華 

殿軍 O002276 環境保護署 林建明 駱國強 

 

 

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陳慧莊 戴愷迪 

亞軍 O002326 懲教署 麥家敏 林雅宜 

季軍 O002314 民政事務總署 朱劍芳 霍曉慧 

殿軍 O002190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羅國儀 羅妮娜 

 

 

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326 懲教署 

亞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季軍 O002283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殿軍 O002267 香港海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