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9 
得獎名單  

Southern District Age Group Badminton Competition 2019 
Name List of the Winners 

 

項目 
Items 

年齡組別 
Age Groupings 

獎項 Awards / 參賽者姓名 Name of Competitors 

冠軍 
Winner 

亞軍 
1st Runner up 

季軍 
2nd Runner up 

殿軍 
3rd Runner up 

男子單打 Male - Singles 

先進組 
Master 

55歲或以上 (MA) 
Aged 55 or above 

劉全佳 林業成 黃錦棠 阮偉文 

45-54 (MB) 賴 荃 溫偉光 李漢傑 - 

35-44 (MC) 李 雋 郭廸偉 陳智傑 潘國豪 

成年組 
Adult 

25-34 (MD) 鄭霆樂 何永賢 林鎮濠 曾諾祺 

19-24 (ME) 阮尹謙 林子軒 白天諾 郭偉文 

青少年組 
Youth 

17-18 (MF) 吳偉楠 廖進穎 王浩禮 胡倡華 

15-16 (MG) 李銘灝 黃裕朗 鄭栢淇 廖柏軒 

13-14 (MH) 蔡淇安 葉殷陶 吳豪峰 胡浚彥 

11-12 (MI) 沈徽言 許善清 湯普迪 霍俊毅 

10歲或以下 (MJ) 
Aged 10 or below 

談旭翰 李明𧙗 韓道勤 李 論 

男子雙打 Male - Doubles 

先進組 
Master 

45歲或以上 (MK) 
Aged 45 or above 

李秋明 鍾 武 盧漢榮 林錦銘 黃慶泰 黃步強 黃英傑 陳維納 

35-44 (ML) 鍾雅麟 溫璟錞 曾國成 劉天沛 馮立洋 沈耀文 雷志豪 沈家豪 

成年組 
Adult 

19-34 (MM) 曾諾祺 徐 熙 阮尹謙 文皓俊 馮志鏗 馮志燊 王樂豐 施焯謙 

青少年組 
Youth 

7-18 (MN) 王浩禮 鄭國瑜 蔡嘉康 胡倡華 鄭栢淇 廖柏軒 錢衍霖 韓浩東 

女子單打 Female - Singles 

先進組 
Faster 

55歲或以上 (FA) 
Aged 55 or above 

陳彩鸞 鄧麗萍 張玉霞 - 

45-54 (FB) 吳笑英 黃藝瑜 張秀霞 尹美鳳 

35-44 (FC) 梁芳婷 郭嘉微 趙 宜 李春梅 

成年組 
Adult 

25-34 (FD) 江皓怡 陳卓穎 陳霈珈 - 

19-24 (FE) 梁灝琳 張鎧恩 竺翠瑤 鄭依翹 

青少年組 
Youth 

17-18 (FF) 呂 澄 何仲婷 陳靜儀 郭曉怡 

15-16 (FG) 魏知彤 余卓婷 余芷瑩 陳慧儀 

13-14 (FH) 陳心弦 馬穎童 蘇芍潼 李曉晴 

11-12 (FI) 嚴靖琦 溫心悅 王熙蕾 黃萱詠 

10歲或以下 (FJ) 
Aged 10 or below 

沈曉澄 蔡佩旂 李樂霖 何希晴 

女子雙打 Female - Doubles 

先進組 
Faster 

45歲或以上 (FK) 
Aged 45 or above 

吳笑英 鄒敏 徐玉潔 羅子嫻 張玉霞 吳小鳳 黃麗芬 沈靜清 

35-44 (FL) 徐子芝 尤娜麗 潘凱琳 歐燕婷 林緻欣 梁嘉嘉 張慧芝 翁慧敏 

成年組 
Adult 

19-34 (FM) 張鎧恩 張曉鏸 黃淑暉 王燕璇 李嘉明 鄭欣嵐 魏梓婷 關亦婷 

青少年組 
Youth 

7-18 (FN) 林穎蕎 林昭懿 何仲婷 羅莉翎 陳心弦 黃姻慈 劉可瑜 容心玥 

混合雙打 Mixed Doubles 

公開組 
Open 

7歲或以上 
Aged 7 or above 

關凱文 余瀚霆 譚逸懷 龍翠汶 吳宛霖 吳曜霖 王希雯 彭浩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