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甲組 鍾健卓

2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甲組 麥毅庭

3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甲組 司徒浩信

4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朱樂天

5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歐宸羽

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梁家齊

7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袁晴朗

8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劉思源

9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李星毅

10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林柏朗

11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甲組 SINGH DAVID KIM

12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甲組 倪銘浩

13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王定軒

1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林 灝

1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樓睿山

1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張倬誠

17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張懿樂

18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陳思成

19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羅涵宥

20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黎俊朗

21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鄭通恒

22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張瑞熙

2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陳昫然

2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吳 詡

2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鄭卓彥

26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林日朗

27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蔡宗浩

28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蔣延希

29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陳日謙

30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陳宥希

31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侯 越

32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呂梓豪

正選繳費期:  2023年4月26日至5月12日

2023簡易運動大賽 — 小型網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香港網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乙組 毛匡霖

2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陳晉賢

3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黃茲謙

4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鄺家正

5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梁嘉駿

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吳嘉峰

7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袁晨曦

8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肖逸邦

9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鍾淖行

10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謝卓鋒

11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鍾汶澔

12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容韋霖

13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酈浚羲

14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LUTHRA Aarav

15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石雋彥

1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松波𧙗杜

1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康永皓

1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劉子睿

19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梁亦淳

20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乙組 張子浩

21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林冠賢

22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肖崧城

23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林志忻

2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周仍信

2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蘇 嵐

26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麥浩信

27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温和駿

28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黃昊琛

29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梁仟雷

30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余昊天

31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蘇振乾

32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湯驍號

正選繳費期:  2023年4月26日至5月12日

香港網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2023簡易運動大賽 — 小型網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女子甲組 黃凱楠

2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女子甲組 蘇倬加

3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女子甲組 李羡晴

4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廖曉彤

5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關瓔珞

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馮泳殷

7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李汶琦

8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黎子瑜

9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吳靜玫

10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吳梓欣

11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許詩霖

12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甲組 梁貝瑩

13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甲組 黃嘉晴

1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郭芷如

1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梁樂兒

1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盧玥頤

1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陳靜妍

1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梁梓喧

19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盧德欣

2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馬相言

2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林曉曈

2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曾熙誼

2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石允悦

2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李苑珈

25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楊旻浠

26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甘若嵐

27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黃樂嘉

28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王斯瑜

29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王阡瑜

30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蕭靖兒

31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邵 薇

32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黃卓怡

正選繳費期:  2023年4月26日至5月12日

香港網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2023簡易運動大賽 — 小型網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女子乙組 郭晞琳

2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女子乙組 張芯睿

3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女子乙組 唐嘉敏

4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女子乙組 李衍誼

5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歐勺菲

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廖姵程

7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陸宥而

8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歐陽琛穎

9 太古小學 女子乙組 張苡雋

10 太古小學 女子乙組 盧𣏗希

11 太古小學 女子乙組 李姿韻

12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DOI Tsumugi

13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王可澄

14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余欣倩

15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周芊玥

1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陳之立

1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陳信娜

1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余汶捷

19 保良局錦泰小學 女子乙組 林家宜

20 保良局錦泰小學 女子乙組 蔡子瑩

21 保良局錦泰小學 女子乙組 戴嘉鿋

22 海壩街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張妍晰

2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胡静敏

2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麥浩恩

2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張穎琪

26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謝芊㦤

27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鄧諾晴

28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郭寶瑤

29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呂希渝

30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陳深穎

31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羅凱而

32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陳宥妍

正選繳費期:  2023年4月26日至5月12日

香港網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2023簡易運動大賽 — 小型網球比賽

名額抽籤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