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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比賽 – 成績紀錄表 

 

 

甲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羽毛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1919 天虹珠寶首飾廠有限公司 7 

亞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5 

季軍 O001886 職業訓練局 3 

殿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1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1 

 

男子單打甲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19 天虹珠寶首飾廠有限公司 簡柏熙 

亞軍 O001831 身心靈 (亞洲) 有限公司 王樹遠 

季軍 O001940 VF ASIA LTD. 伍家基 

殿軍 O001886 職業訓練局 陳冠安 

 

女子單打甲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19 天虹珠寶首飾廠有限公司     林政悅 

亞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劉淑貞 

季軍 O001782 港鐵公司 陳慧珊 

殿軍 O001949 AVERY DENNISON HONG KONG B.V. 潘藹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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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雙打甲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陳子健 林信存 

亞軍 O001886 職業訓練局 譚啟陽 曾鈞傑 

季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曾立峰 石國謙 

殿軍 O001931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有限公司 蔡浩民 鄺子駿 

 

 

女子雙打甲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李穎怡 吳海倫 

亞軍 O001914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陸宛彤 戴安瑩 

季軍 O001886 職業訓練局 余紅 李華 

殿軍 O001994 飛利浦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林翠娣 伍韻嫻 

 

 

隊際甲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919 天虹珠寶首飾廠有限公司 

亞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季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殿軍 O001895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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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羽毛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1934 飛躍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7 

亞軍 O002041 龍騰球拍 5 

季軍 O001839 飛翔體育用品公司 3 

殿軍 O001913 創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1 

 

 

男子單打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39 飛翔體育用品公司    麥志強 

亞軍 O002041 龍騰球拍 伍家維 

季軍 O001934 飛躍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趙汝森 

殿軍 O001933 天嵐多媒體製作 周振輝 

 

 

女子單打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34 飛躍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何慧君 

亞軍 O001839 飛翔體育用品公司 馮敏蘭 

季軍 O002032 鼎峰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許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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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雙打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34 飛躍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蕭紹河 姚偉文 

亞軍 O002041 龍騰球拍 羅家贊 陳惠龍 

季軍 O001913 創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徐衛林 何皓銘 

 

 

女子雙打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41 龍騰球拍      李詠梅 伍家信 

亞軍  O001934 飛躍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張倩麗 楊婉琪 

季軍 O001839 飛翔體育用品公司 李婷燕 譚朗晴 

殿軍 O001918 集成首飾有限公司 鄧小琼 麥嘉慧 

 

 

隊際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041 龍騰球拍  

亞軍 O001913 創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季軍 O001934 飛躍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殿軍 O002017 啟生球拍用品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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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羽毛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7 

亞軍 
O001844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5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5 

季軍 - - 

殿軍 O002042 民航處 1 

 

 

男子單打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馬智江 

亞軍 O001880 香港海關 葉鋒 

季軍 O001898 環境保護署 黎偉源 

殿軍 O002027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余煜坤 

 

 

女子單打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42 民航處  馮瑩 

亞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鄭錦意 

季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李愛玲 

殿軍 O001898 環境保護署 潘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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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雙打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溫帶滿 劉家豪 

亞軍 O002013 香港消防處 江軍 何嘉樂 

季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陳顯榮 何嘉聰 

殿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吳智聰 木國楨 

 

 

女子雙打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吳妙玲 周樂兒 

亞軍 O001982 漁農自然護理署 鍾麗娟 蔡麗珊 

季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蔡詩敏 黃山 

殿軍 O001983 稅務局體育會 陳淑嫻 洪淑利 

 

 

隊際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亞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季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殿軍 O001898 環境保護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