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陳昶佑

2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陳嘉諾

3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楊俊謙

4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吳學蓁

5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郭賢迪

6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梁鉦灝

7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林嘉煒

8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陳奕希

9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鄧昊朗

10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楊竣諺

11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布朗燊

12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雷子政

13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侯樂天

14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莫信希

15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麥浚熙

16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羅子愉

17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吳天朗

18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馮舜謙

19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胡哲文

20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鍾尚志

21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Chung Will Ho Yin

22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梅浩昕

2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曾傲謙

24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王澤森

25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甲組 關栢濤

26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甲組 周子瑜

27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甲組 陳亮瑋

28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甲組 陳正軒

29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甲組 王聖丰

30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甲組 許家樑

31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施駿謙

32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謝朗軒

33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譚子盛

34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馬健峯

35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劉梓希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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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7 頁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2017 簡易運動大賽 - 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36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楊卓文

37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鄺梓揚

38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佘仲綸

39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萬旨穎

40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萬旨聰

4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黃逸曦

42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羅眾圓

4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曾松添

44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盧政言

45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鄭錠濤

46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賴俊霖

47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羅泊棋

48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賴朗澄

49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鍾景霖

50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周昱廷

51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羅嘉濤

52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廖崇恩

53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梁彥韜

5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洪爾琛

55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男子甲組 黃田龍

56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男子甲組 黃俊軒

57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男子甲組 陳仕傑

58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男子甲組 吳君豪

59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馮景滔

60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徐嘉培

61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伍棨謙

62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劉宏浩

63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李松軒

64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劉灝鋒

65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洪漢傑

66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廖國民

67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繆樂謙

68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李昊鍻

69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李國光

70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盧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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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司徒信彥

72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朱永皓

73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莫鍵霖

74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蘇志滔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乙組 李卓暉

2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乙組 關子希

3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乙組 譚俊希

4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乙組 黃曦熾

5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乙組 劉峻言

6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董言哲

7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梁陶

8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黎堅信

9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葉子望

10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許承洛

11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許樂軒

12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邱本立

13 救恩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陳頌名

14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陳啟霖

15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祝尉軒

1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李梓充

17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朱震軒

18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蘇諾為

19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李子謙

20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石浩騫

21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倪濤

22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梁諾希

23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鄧政昊

24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蔡景華

25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周皓霖

26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徐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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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汲取比賽經驗，大會決定接納所有參加者。

正選繳費日期:  2017年 3月9日至 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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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于川清

28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張晋匡

29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文博泓

30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康子晴

31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盧溢楓

32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陳俊熙

33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張瑋樂

34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王澤鎽

35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黃智楗

36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黃思諭

37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鄭子熙

38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管翊霖

39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林圓叁

40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李厚文

4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馮智健

42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賀進軒

4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聶子皓

4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羅柏皓

4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李籽晅

46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廖梓亨

47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彭展朗

48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梁迅華

49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陳凱程

50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陳智謙

51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鄭逸軒

52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何一凡

53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謝梓鉅

54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周頌林

55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彭竣聰

56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譚悅朗

57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李杰朗

58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彭竣城

59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游揚

60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盧鎮偉

61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毛裕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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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周卓言

63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高晞舜

64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黃昌泰

65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黃耀揚

66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黃建華

67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梁俊朗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道教青松小學 女子甲組 黃禮施

2 道教青松小學 女子甲組 馮恩恩

3 道教青松小學 女子甲組 蔡孟芯

4 道教青松小學 女子甲組 董凱琳

5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吳芊慧

6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白艾文

7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梁悅

8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布朗晴

9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廖栩怡

10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周慧喬

11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歐陽鈺宜

12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談子盈

1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劉恬喬

14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劉恬嵐

15 聖安多尼學校 女子甲組 李以恩

16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劉晴琳

17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歐令瑜

18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盧蒨曈

19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衞梓昕

20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張穎喬

2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鄧子珊

22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黎雅絃

2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鄧雅汶

24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鄭于翹

正選繳費日期:  2017年 3月9日至 3月29日

*由於今年參加男子乙組的同學非常踴躍，超出原定名額，為了讓更多同學可以參與及

汲取比賽經驗，大會決定接納所有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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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李皓雪

26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張慧盈

27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鄧家家

28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鄭碧澄

29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梁加萱

30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李籽優

31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鄺恩琳

32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吳思穎

33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羅熙柔

3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黎家穎

3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林諾詩

36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女子甲組 胡暄佩

37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女子甲組 潘芷韻

38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夏榆斐

39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李施樂

40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湯翠鈺

41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翁怡晴

42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張可欣

43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潘信明

44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魏卓盈

45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布聆人

46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林楚雯

47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陳錦瑤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乙組 何嘉穎

2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乙組 侯韻晴

3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乙組 黃貝兒

4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乙組 盧恩喬

5 救恩學校(小學部) 女子乙組 温晞妍

6 聖安多尼學校 女子乙組 陳熙傜

7 聖安多尼學校 女子乙組 周子瑩

8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何咏珈

9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王澤心

正選繳費日期:  2017年 3月9日至 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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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馮凱澄

11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潘可兒

12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高雪

13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嚴敏晴

14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衛梓晴

15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吳梓殷

16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陳紫琳

17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潘慧盈

18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鄧曉潁

19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鄧潔心

20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陳栢心

2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沈頌恩

22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張玉怡

23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鍾依伶

2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陳芷悠

2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陳梓蕎

26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黃筠婷

27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梁彥曦

28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黎晞賢

29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楊康婷

30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陳穎

31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張芷晴

32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茹潔怡

33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張嘉敏

34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張梓琳

35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梁子珊

36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蘇韻彤

37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李潔盈

38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鄭嘉欣

39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伍德妤

40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鄭楚瑩

41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王汝

42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梁卓琳

正選繳費日期:  2017年 3月9日至 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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