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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網球網球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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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網球網球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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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1791 國泰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公司 7 

O001829 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 5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782 港鐵公司港鐵公司港鐵公司港鐵公司 5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 - 

O001794 奧雅納工程顧問奧雅納工程顧問奧雅納工程顧問奧雅納工程顧問 1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O001812 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滙豐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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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洪浩傑 

亞軍 O002038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馮穎豪 

季軍 O001914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許鷹傑 

 

女子單打甲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791 國泰航空公司 林素真 

亞軍 O001883 香港賽馬會 余思蔚 

季軍 O001782 港鐵公司 鍾巧兒 

殿軍 O001914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吳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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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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1812 滙豐體育會 陳競豪 葉銘浩 

亞軍 O001782 港鐵公司 劉遠明 吳偉亨 

季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陳錦明 何永賢 

殿軍 O001886 職業訓練局 梁有祥 沈永福 

 

 

女子雙打甲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794 奧雅納工程顧問 李盈瑩 葉煥彰 

亞軍 O001782 港鐵公司 盧淑儀 盧慧君 

季軍 O001927 惠普香港公司 姜麗娥 梁秀芬 

 

 

隊際甲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791 國泰航空公司 

亞軍 O001840 電訊盈科 

季軍 O001829 醫院管理局 

殿軍 O001896 捷成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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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組項目得分組項目得分組項目得分組項目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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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網球網球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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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1946 NIU INSURANCE AGENCY 

LIMITED 
7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966 健域之友會健域之友會健域之友會健域之友會 5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O002046 星展財務星展財務星展財務星展財務 3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O002062 紡達時裝有限公司紡達時裝有限公司紡達時裝有限公司紡達時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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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1946 NIU INSURANCE AGENCY LIMITED 陳兆基 

亞軍 O001800 格藝創社 周紹軒 

季軍 O002062 紡達時裝有限公司 周劍就 

殿軍 O001962 高暉實業有限公司 胡鴻鈞 

 

 

女子單打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046 星展財務 陳漪汶 

亞軍 O001985 EASTYOUTH MANAGEMENT LIMITED 郭家美 

季軍 O001966 健域之友會 鄭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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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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1946 NIU INSURANCE AGENCY 

LIMITED 
Ko Chi-leung 

SZETO Cheung-man, 

Roland 

亞軍 O001980 勵華科技有限公司 謝建華 謝睿衡 

季軍 O002046 星展財務 劉子霆 吳狄倫 

殿軍 O002062 紡達時裝有限公司 馮建業 黃英亮 

 

 

女子雙打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66 健域之友會 周詠茵 辛敏芝 

亞軍 
O001946 NIU INSURANCE AGENCY 

LIMITED 
HO Yan 

WOO Sau-fan, 

Shirley 

季軍 O001962 高暉實業有限公司 潘寶蘭 黃瑞芬 

殿軍 O001800 格藝創社 胡麗霞 黃玉娟 

 

 

隊際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946 NIU INSURANCE AGENCY LIMITED 

亞軍 O002062 紡達時裝有限公司 

季軍 O001966 健域之友會 

殿軍 O001800 格藝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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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丙丙丙組項目得分組項目得分組項目得分組項目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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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網球網球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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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013香港消防處香港消防處香港消防處香港消防處 7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O001983稅務局體育會稅務局體育會稅務局體育會稅務局體育會 5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3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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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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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013香港消防處 陳子軒 

亞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文偉頌 

季軍 O001983稅務局體育會 梁一明 

殿軍 O001916 地政總署 許健龍 

 

 

女子單打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83稅務局體育會 彭彥寧 

亞軍 O002013香港消防處 關婉兒 

季軍 O001880 香港海關 顏燕嫻 

殿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朱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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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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013香港消防處 李協光 洪傳書 

亞軍 O001844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陳國君 葉沛棣 

季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陳健珩 簡偉文 

殿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永貴 李佰群 

 

 

女子雙打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1983稅務局體育會 張麗霞 洪淑利 

亞軍 O0020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家寶 冼鳳玲 

 

 

隊際丙組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1841 HONG KONG POLICE FORCE 

亞軍 O001844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季軍 O001909 香港懲教署 

殿軍 O001916 地政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