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萬昀熹

2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陳力維

3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陳煥瑋

4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楊謙

5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劉立泓

6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王瑞麟

7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文塱程

8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李子鋮

9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柳啟軒

10 聖公會主恩小學 男子甲組 司徒瑋鏘

11 聖公會主恩小學 男子甲組 張程晞

12 聖公會主恩小學 男子甲組 呂溢熙

13 聖公會主恩小學 男子甲組 謝逸朗

14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黃浩然

15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王振兆

16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卓奕廷

17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謝國昊

18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葉朗

19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陸穎謙

20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陳孝藍

21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李恩昊

22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謝文祈

23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韓仕釗

24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葉俊卿

25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葉柏希

26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貝朗僖

27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Madnani,Krish Anil Kumar

28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鄧梓謙

2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黃浩霖

30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陳子維

31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許銘廷

32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倫耀良

33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楊琅竣

34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倫耀昇

35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關健樑

36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葉以正

37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周翰顥

38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趙天恆

39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石海軒

40 廣東道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林家滔

41 廣東道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符策珠

42 廣東道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佘宇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羽毛球總會      合辦        教育局       協辦

*由於今年參加男子甲組的同學非常踴躍，超出原定名額，為了讓更多同學可以參與及吸收比賽經驗，大會

決定接納所有參加者。

2017簡易運動大賽 - 羽毛球比賽

名額抽籤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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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簡易運動大賽 - 羽毛球比賽

名額抽籤名單

1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羅約生

2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陳梓挺

3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強伯謙

4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高米諾

5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王柏衡

6 聖公會主恩小學 男子乙組 蕭海朗

7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劉靖陽

8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黃昊嵐

9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梁景昆

10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胡瑋宸

11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陳柏銘

12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鄺子皓

13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關豊騫

14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黃俊樺

15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乙組 鍾家誠

16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乙組 梁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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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簡易運動大賽 - 羽毛球比賽

名額抽籤名單

1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甲組 徐穎琳

2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甲組 李顯曈

3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廖采曈

4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吳瑤瑤

5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彭玥

6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陳彤

7 聖公會主恩小學 女子甲組 鄒瑀桐

8 聖公會主恩小學 女子甲組 溫凱楹

9 聖公會主恩小學 女子甲組 梁芍然

10 聖公會主恩小學 女子甲組 劉蔚瑩

11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張杏妍

12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梁珈穎

13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蔡靜賢

14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劉曦韻

15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陳諾瑤

16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傅珈諺

17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曾宛瑩

18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劉長今

1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林籽瑤

20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徐啟妍

21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蔡詠晴

22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趙天恩

23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吳紫晴

24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施采妮

25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孫希之

26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姚焯嵐

27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李美凝

28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女子甲組 馬婉霖

29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女子甲組 龔錦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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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簡易運動大賽 - 羽毛球比賽

名額抽籤名單

1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乙組 李芷婷

2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郭詠彤

3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李珮珈

4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鄧雪晴

5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郭詠甄

6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陳玥澄

7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林希敏

8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劉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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