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區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21 
得獎名單  

Southern District Age Group Table-tennis Competition 2021 
Name List of the Winners 

 
*分區可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而調整各項年齡組別及名額。 
*Each districts can adjust the quota and all age divis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enrolment response.   

項目 
Items 

年齡組別* 
Age Groupings* 

獎項 Awards / 
參賽者姓名 Name of Competitors 備註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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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單打Male - Singles 

先進組 
Master 

55歲或以上  
Aged 55 or above 

曹燦光 陳玉聲 姚柏強 黃志華  

45-54  黃偉文 鄭國華 張偉明 方昭宇  

35-44  蔡鎮滔 李偉全 李顯晉 明智健  

成年組 
Adult 

25-34  許駿傑 盧嘉豪 崔峻誠 周裕豪  

19-24  許健聰 徐健朗 丘浚希 梁家俊  

青少年組 
Youth 

16-18  許煜梵 葉銘軒 任樂謙 許正謙  

14-15  張軒爾 李穎童 葉劻霖 蔡昊哲  

12-13  華傲雪 羅新彥 黃家而 周浩正  

10-11  梁雋謙 龔振賢 莊泳稀 廖基立  

9歲或以下  
Aged 9 or below 

丘浚賢 馬沛言 周啟綸 黃 添  

男子雙打Male - Doubles 

先進組 
Master 

35歲或以上  
Aged 35 or above 

陳玉聲 關耀明 梁敏聰 李民傑 陸順威 杜弘毅 姚柏強 羅振宇  

成年組 
Adult 

19-34  黃冠綸 陳霆軒 楊子軒 陸柏亨 李駿傑 林泳濠 梁守義 陳建滔  

青少年組 
Youth 

18歲或以下  
Aged 18 or below 

鄭智聰 林曉陽 李天朗 呂承亨 李皓賢 任樂謙 蘇旭暉 蘇倬民  

女子單打 Female - Singles 

先進組 
Master 

55歲或以上  
Aged 55 or above 

王慧萍 陳幗瑛 仇秋娟 區燕屏  

45-54  涂玉英 曾亦盈 林碧儀 洪曉云  

35-44  馮景群 李冠瑤 劉 研 ∕  

成年組 
Adult 

25-34  卞嘉遙 黃正盈 呂卓恒 徐倩瑩  

19-24  林嘉茵 張希鈴 何思樂 唐穎思  

青少年組 
Youth 

16-18  陸思妤 蕭予寧 林宛悠 何韻羚  

14-15  司徒詠怡 陳依明 唐樂暄 王穎雅  

12-13  麥廷而 彭正心 李倚潁 潘欣盈  

10-11  蘇恩潼 林沛珊 溫子賢 李曦文  

9歲或以下  
Aged 9 or below 

關洛昕 陳臻頤 張焯茵 簡塏橋  

女子雙打 Female- Doubles 

先進組 
Master 

35歲或以上  
Aged 35 or above 

冼慧燕 廖玉群 蔡少薇 涂玉英 區 燕 何淑嫺 謝彥群 黃碧珍  

成年組 
Adult 

19-34  謝穎儀 陳曉琳 唐穎思 李昕蕎 林麗儀 劉沅欣 黃正盈 霍佩瑩  

青少年組 
Youth 

18歲或以下  
Aged 18 or below 

潘欣盈 彭正心 李卓嵐 徐心頤 盧曉榆 殷子晴 張樂欣 呂穎琳  

混合雙打Mixed Doubles 

公開組 
Open 

不限 All 黎子華 朱雅衡 梁雋謙 譚芯宇 徐健朗 陳穎彤 何 松 潘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