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

香港運動員成績報告

截至2009/9/30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單項單項單項單項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賽事賽事賽事賽事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參賽人參賽人參賽人參賽人(隊隊隊隊)數數數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擊劍 女子個人佩劍 歐陽慧心 16/9/2009 預賽 晉級32強賽

擊劍 女子個人佩劍 歐陽慧心 16/9/2009 32強賽 勝曹艷（貴洲）15:13 晉級16強賽

擊劍 女子個人佩劍 歐陽慧心 16/9/2009 16強賽 負陳曉冬（上海）9:15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個人佩劍 周梓淇 16/9/2009 預賽 晉級32強賽

擊劍 女子個人佩劍 周梓淇 16/9/2009 32強賽 勝夏敏（解放軍）15:10 晉級16強賽

擊劍 女子個人佩劍 周梓淇 16/9/2009 16強賽 負王岩（遼寧）10:15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個人佩劍 李俠 16/9/2009 預賽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個人花劍 連寶香 17/9/2009 預賽 晉級32強賽

擊劍 女子個人花劍 連寶香 17/9/2009 32強賽 負馬歐（遼寧）11:15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個人花劍 廖恩尉 17/9/2009 預賽 晉級32強賽

擊劍 女子個人花劍 廖恩尉 17/9/2009 32強賽 負方慧敏（福建）9:15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個人重劍 楊翠玲 18/9/2009 預賽 晉級32強賽

擊劍 女子個人重劍 楊翠玲 18/9/2009 32強賽 負劉凌（雲南）1:2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個人重劍 鄭玉嫻 18/9/2009 預賽 晉級32強賽

擊劍 女子個人重劍 鄭玉嫻 18/9/2009 32強賽 勝胡媛（安徽）12:8 晉級16賽

擊劍 女子個人重劍 鄭玉嫻 18/9/2009 16強賽 負駱小娟（江蘇）3:10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個人重劍 呂慧妍 18/9/2009 預賽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團體佩劍 女子隊* 21/9/2009 16強賽 負廣東 41:45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團體花劍 女子隊* 22/9/2009 16強賽 負遼寧 26:45 未能晉級

擊劍 女子團體重劍 女子隊* 23/9/2009 16強賽 勝廣東 24:21 晉級8強賽

擊劍 女子團體重劍 女子隊* 23/9/2009 8強賽 負上海 17:45 進入名次賽

擊劍 女子團體重劍 女子隊* 23/9/2009 名次賽
負山西 12:15

負雲南 27:29
8/10 排名第八

擊劍 男子個人佩劍 羅浩天 17/9/2009 預賽 晉級32強賽

擊劍 男子個人佩劍 羅浩天 17/9/2009 32強賽 負侯孟君（天津）9:15 未能晉級

1 / 2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

香港運動員成績報告

截至2009/9/30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單項單項單項單項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 賽事賽事賽事賽事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參賽人參賽人參賽人參賽人(隊隊隊隊)數數數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擊劍 男子個人佩劍 林衍聰 17/9/2009 預賽 未能晉級

擊劍 男子個人佩劍 駱嘉輝 17/9/2009 預賽 未能晉級

擊劍 男子個人花劍 劉國堅 18/9/2009 32強賽 勝宋文杰（解放軍）15:11 晉級16賽

擊劍 男子個人花劍 劉國堅 18/9/2009 16強賽 勝姚一多（天津）11:0 晉級8強賽

擊劍 男子個人花劍 劉國堅 18/9/2009 8強賽 負黃良財（廣東）4:15 6/32 排名第六

擊劍 男子個人花劍 張小倫 18/9/2009 32強賽 負顏冠一（香港）12:15 未能晉級

擊劍 男子個人花劍 顏冠一 18/9/2009 32強賽 勝張小倫（香港）15:12 晉級16賽

擊劍 男子個人花劍 顏冠一 18/9/2009 16強賽 負馬劍飛（廣東）8:15 未能晉級

擊劍 男子團體佩劍 男子隊* 22/9/2009 16強賽 勝山東 45:44 晉級8強賽

擊劍 男子團體佩劍 男子隊* 22/9/2009 8強賽 負廣東 21:45 進入名次賽

擊劍 男子團體佩劍 男子隊* 22/9/2009 名次賽
負北京 37:45

負湖北 31:45
8/9 排名第八

擊劍 男子團體花劍 男子隊* 23/9/2009 16強賽 勝天津 35:34 晉級8強賽

擊劍 男子團體花劍 男子隊* 23/9/2009 8強賽 負安徽 24:45 進入名次賽

擊劍 男子團體花劍 男子隊* 23/9/2009 名次賽
勝解放軍 45:39

負江蘇 34:45
6/9 排名第六

 *女子團體佩劍隊成員：林衍蕙、周梓淇、歐陽慧心、李俠

   女子團體花劍隊成員：連寶香、杜佩賢、廖恩尉、張顥瓊

   男子團體佩劍隊成員：駱嘉輝、羅浩天、林衍聰

   男子團體花劍隊成員：劉國堅、張小倫、朱詠康、顏冠一

   女子團體重劍隊成員：楊翠玲、鄭玉嫻、呂慧妍、張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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