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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 成績紀錄表成績紀錄表成績紀錄表成績紀錄表 

 

甲組項目得分甲組項目得分甲組項目得分甲組項目得分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O001840 電訊盈科電訊盈科電訊盈科電訊盈科 7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 5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 3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O001789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1 

 

甲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洪佳南 

亞軍 O001816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何嘉盛 

季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黃德龍 

殿軍 O001977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楊鋒法 

 

甲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黃嘉儀 

亞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林瑩瑩 

季軍 O001833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康體會 黃樂華 

殿軍 O001782 港鐵公司 黎佩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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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789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黃天惠 胡必信 

亞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周浩陽 梁偉雄 

季軍 O001895 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員工福利會 麥浩文 韋子健 

殿軍 O001969 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吳少中 譚偉俊 

 

 

甲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高雅馨 羅珊珊 

亞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蔡瑩瑩 梁貴常 

季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梁靜霞 陳嘉慧 

 

 

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亞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季軍 O001959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殿軍 O001789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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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乙組乙組乙組項目得分項目得分項目得分項目得分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O001847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7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2024 藝生有限公司藝生有限公司藝生有限公司藝生有限公司 5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O001860 青屯專業乒訓中心青屯專業乒訓中心青屯專業乒訓中心青屯專業乒訓中心 3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O001845 捷誠工程公司捷誠工程公司捷誠工程公司捷誠工程公司 1 

 

乙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7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陳炳強 

亞軍 O002024 藝生有限公司 關嘉聲 

季軍 O001797 東區乒乓球會 鄭楚峰 

殿軍 O001859 新藝鋼具廠有限公司 葉浩楠 

 

 

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7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鍾善穎 

亞軍 O001845 捷誠工程公司 陳雪欣 

季軍 O001799 浚威會計事務所 鍾文詩 

殿軍 O001860 青屯專業乒訓中心 樊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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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24 藝生有限公司 賀方正 葉振家 

亞軍 O001845 捷誠工程公司 李俊健 歐俊良 

季軍 O001799 浚威會計事務所 李國威 陳家豪 

 

 

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60 青屯專業乒訓中心 何鳳儀 劉巧兒 

亞軍 O001805 PWT LOGISTICS (H.K.) LTD. 姚寶嫦 胡佩雯 

季軍 O001936 乒乓匯智 方希嵐 黎芷琦 

殿軍 O001847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李志君 黃幸兒 

 

 

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847 香港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亞軍 O001797 東區乒乓球會 

季軍 O001860 青屯專業乒訓中心 

殿軍 O001805 PWT LOGISTICS (H.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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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項目得分丙組項目得分丙組項目得分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O001841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 7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香港懲教署香港懲教署香港懲教署 5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3 

季季季季軍軍軍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3 

 

 

丙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黃兆彰 

亞軍 O001925 差餉物業估價署 李柱漢 

季軍 O001900 勞工處員工福利委員會 吳仲軒 

殿軍 O002027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符有志 

 

 

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陳慧莊 

亞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琬貞 

季軍 O001925 差餉物業估價署 翁翠華 

殿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譚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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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司徒敬倫 朱曉宇 

亞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張志成 馮健邦 

季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尹永陵 張仕華 

殿軍 O001880 香港海關 吳國榮 林友良 

 

 

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戴愷迪 劉鳳婷 

亞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羅國儀 羅妮娜 

季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麥家敏 麥慧詩 

殿軍 O001982 漁農自然護理署 李慧紅 冼瑋姬 

 

 

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841 香港警務處 

亞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季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殿軍 O00184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