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男子甲組 麥禮耀

2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男子甲組 潘見通

3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男子甲組 張洺滈

4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劉峻言

5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陳奕希

6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譚俊希

7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周卓樂

8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何昫華

9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梁鉦灝

10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李卓暉

11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甲組 梁浩俊

12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阮紹恒

13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李曜冲

14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曾浩霖

15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吳嘉俊

16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麥展鋒

17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陳建璋

18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陳奕華

19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鄧焯顥

20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甲組 陳亮瑋

21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甲組 許家樑

22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羅柏皓

23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廖梓亨

2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李籽晅

2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羅嘉濤

26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廖崇恩

27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黃以迦

28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杜灝朗

29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甲組 黃梓朗

30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歐家權

31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盧子浩

32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李浩軒

33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洪兆隆

34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劉鍶進

35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劉灝鋒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2018 簡易運動大賽 - 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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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洪浩傑

37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廖國良

38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黃逸㬢

39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曾松添

40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鄭錠濤

4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羅眾圓

42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盧政言

4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賴俊霖

44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黃思諭

45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甲組 管翊霖

46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司徒信彥

47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李昊錩

48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盧鎮偉

49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高晞舜

50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黃耀揚

51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蘇智滔

52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黃偉耀

53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郭建恒

54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譚子盛

55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劉梓希

56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禢卓穎

57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馬健峯

58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陳海晞

59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張晉匡

60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文博泓

61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鄺梓揚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男子乙組 朱煒豪

2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男子乙組 木下明俊

3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男子乙組 鄭天皓

4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男子乙組 蔡政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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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1日至 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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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男子乙組 何昊暉

6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乙組 李靖鈞

7 道教青松小學 男子乙組 蔡綽譽

8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曾栢賢

9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黃駿言

10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詹葆文

11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吳昊澤

12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羅子朗

13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男子乙組 莫金果

14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男子乙組 呂書權

15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男子乙組 謝俊健

16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男子乙組 梁桉橋

17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男子乙組 戴焯熙

18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梁諾希

19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倪濤

20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梁焯熙

21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李瀚宇

22 聖安多尼學校 男子乙組 蔡景華

23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鄭逸軒

2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葉天樂

2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陳智謙

26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潘晧㬢

27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梁迅華

28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周晉生

29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陳凱程

30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乙組 黃晉廷

31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劉栢濤

32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衛柏霖

33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何泓謙

34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羅浩軒

35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許譽耀

36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盧子陽

37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關允樂

38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乙組 李浩琛

39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馮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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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賀進軒

4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林溢豐

42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鄧思衡

4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司徒正朗

44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黃逸謙

45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李厚靖

46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男子乙組 謝和翰

47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王澤鎽

48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康子晴

49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盧逸楓

50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張瑋樂

51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陳俊熙

52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陸熙文

53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周銘軒

54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湯饈筵

55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黃建華

56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周鈺鏗

57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蒙晉輝

58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林俊杰

59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陳鎧峰

60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李承謙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女子甲組 陳可晴

2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女子甲組 譚雅瑜

3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女子甲組 徐子喬

4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女子甲組 木下明音

5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女子甲組 鄭詩慧

6 道教青松小學 女子甲組 謝穎琳

7 道教青松小學 女子甲組 董凱琳

8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麥雅婷

9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女子甲組 陳琬晴

正選繳費日期:  2018年 3月1日至 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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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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女子甲組 陳詩翹

11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鍾依伶

12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陳梓蕎

13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林諾詩

1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鄺恩琳

1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黎家穎

16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林明憲

17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羅熙柔

18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甲組 梁加萱

19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張可欣

20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蘇韻蕎

21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翁怡晴

22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潘信明

23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布聆人

24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洪珮瑩

25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韓惠琳

26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魏卓盈

27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鄧子珊

28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張穎喬

29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鄧芷妍

30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王芷亭

3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潘慧盈

32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甲組 陳栢心

33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林楚雯

34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梁卓琳

35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伍德妤

36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王汝

37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劉晴琳

38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歐令瑜

39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盧蒨曈

40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王澤心

41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何咏珈

42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馮凱澄

43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潘可兒

44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鄧樂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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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女子乙組 林雨璇

2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女子乙組 盧芷晴

3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女子乙組 陳敏熹

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李穎珩

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麥天諾

6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林羨雯

7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楊康婷

8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石靜悠

9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乙組 石庭萱

10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羅子淇

11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張子潁

12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麥芷桐

13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雷詠淇

14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陳建頤

15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梁雅惠

16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蕭可盈

17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乙組 黃敏芝

18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陳滋棓

19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郭嘉澄

20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黎芯羽

2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陳嘉靜

22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溫希敏

2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陳佩秋

24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朱嘉慧

25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甄木淇

26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高雪

27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嚴敏晴

28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關曦晴

29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吳梓殷

30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陳柏慧

31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張欣熙

32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馮凱曈

正選繳費日期:  2018年 3月1日至 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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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王浠喬

34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女子乙組 蔡碧珊

正選繳費日期:  2018年 3月1日至 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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