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組/

比賽項目

Divisions/
冠軍/第一名 

Winner

亞軍/第二名 

1st Runner up

季軍/第三名 

2nd Runner up

殿軍/第四名 

3rd Runner up

Events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55歲或以上

Aged 55 or above
劉宏方 伍明 林鳳甡 鍾偉明

45-54 方日偉 陳富榮 翁占 李家麟

35-44 楊安尹 郭志文 馮健邦 伍俊偉

25-34 陳君諾 林智新 梁羚滔 葉穎韜

19-24 張世光 謝寶賢 許俊僖 李卓浩

16-18 麥子浩 葉栩麟 鄧浩揚 鄭博聰

14-15 任奕溍 冼應揚 田宇皓 鄭浩鋒

12-13 趙智熙 董啓傑 郝闓運 王元熹

10-11 李明熹 何定謙 陳上正 陳君澔

9歲或以下

Aged 9 or below
陳懷希 韓世庭 周啟綸 古嘉尚

先進組

Master

35歲或以上

Aged 35 or above
譚振邦  陳文浩 鄧識苟  梁湖滄 石萬鏡 劉玉良 周裕豪  黎卓熙

成年組

Adult
19-34 楊炳昭  徐鎮威 陳君諾  陳君皓 莊禮豪  陳梓俊 黃澤恩  葉澄生

青少年組

Youth

18歲或以下

Aged 18 or below
黃樂  姚日謙 陳允祈  雷悅謙 鄭浩鋒  黎飛陽 董啓傑 王元熹

55歲或以上

Aged 55 or above
潘燕芬 區紫霜 楊心心 陳惠瑶

45-54 陳文英 伍美儀 黃寶儀 黃芬

35-44 LU Youni 高雅馨 黃芍琪 鄭慧詩

25-34 溫巧晴 劉紫萱 劉慧姸 馬曉彤

19-24 葉素心 陳樂欣 李淑儀 譚詩澄

16-18 蔡洪 何思潼 林樂然 ---

14-15 周嘉晴 賴穎恩 馮麗怡 陳若琳

12-13 王曉琳 黃凱萳 張慧怡 郭心榆

10-11 陳奕臻 林沛珊 賴穎芯 田芳宜

9歲或以下

Aged 9 or below
楊以琳 歐芷凝 盧心兒 陳詒

先進組

Master

35歲或以上

Aged 35 or above
蔡少薇  涂玉英 黃月玲  關怡嫺 徐炎禎  黃芬 潘燕芬  陳淑琼

成年組

Adult
19-34 甘家嵐  卞嘉遙 黃樂宜  陳樂欣 林芷澄  何麗詩 張希鈴  杜宛燊

青少年組

Youth

18歲或以下

Aged 18 or below
王曉琳  周嘉晴 徐心頤  李卓嵐 賴穎芯  賴穎恩 馬樂怡  黎錠恩

先進及成年組

Master & Adult

19歲或以上

Ages 19 or above
陳慧莊  雷電 歐陽子榮  鄭慧詩 高雅馨  郭志文 潘卓朗  柯潔芸

青少年組

Youth

18歲或以下

Aged 18 or below
司徒詠怡  何嘉濤 郝闓運  李證兒 張楓  李倚潁 李力恒 曹綺庭

女子單打 Women's Singles

先進組

Master

年齡組別*

Age Groupings*

獎項 Awards/

男子單打 Men’s Singles

成年組

Adult

青少年組

Youth

男子雙打 Men's Doubles

混合雙打 Mixed Doubles

女子雙打 Women's Doubles

青少年組

Youth

先進組

Master

成年組

Adult

深水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21

得獎名單 

Sham Shui Po District Age Group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2021

Competition Result

參賽者姓名 Name of Competi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