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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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02 天虹珠寶首飾廠 7 

亞軍 O002304 職業訓練局 5 

季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3 

O002243 渣打銀行(香港) 3 

 

甲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302 天虹珠寶首飾廠 簡柏熙 

亞軍 O00221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葉添榮 

季軍 O002129 香港科技大學 鄭嶸 

殿軍 O002279 香港房屋協會職員康樂會 鄧敬業 

 

甲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114 醫院管理局 張皓荺 

亞軍 O002244 奧雅納工程顧問 鄺麗明 

季軍 O002168 電訊盈科 王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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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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43 渣打銀行(香港) 吳嘉銳 鄭俊灝 

亞軍 O002304 職業訓練局 譚啟陽 陳冠安 

季軍 O002136 恒生銀行 鍾志滔 鄧同興 

殿軍 O002163 身心靈(亞洲)有限公司 湯建偉 沈耀文 

 

 

甲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302 天虹珠寶首飾廠 楊銳梅 簡穎琛 

亞軍 O002220 星展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梁美芬 洪秋萍 

季軍 O002304 職業訓練局 余紅 李華 

殿軍 O002158 怡和體育會 蔡潔凝 劉凱汶 

 

 

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302 天虹珠寶首飾廠 

亞軍 O002163 身心靈(亞洲)有限公司 

季軍 O002304 職業訓練局 

殿軍 O002105 滙豐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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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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198 RENEE & COMPANY 7 

亞軍 O002122 飛翔體育用品公司 5 

季軍 O002300 集成首飾有限公司 3 

殿軍 O002172 銘羽運動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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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172 銘羽運動用品 凌雋 

亞軍 O002122 飛翔體育用品公司 麥志強 

季軍 O002300 集成首飾有限公司 羅博民 

殿軍 O002311 啟生體育用品專門店 林樺 

 

 

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198 RENEE & COMPANY 丁紀游 

亞軍 O002122 飛翔體育用品公司 徐嘉欣 

季軍 O002300 集成首飾有限公司 李櫻健 

殿軍 O002186 飛躍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李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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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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186 飛躍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李名駿 趙汝森 

亞軍 O002198 RENEE & COMPANY 吳柏求 許廣新 

季軍 O002300 集成首飾有限公司 許志成 曾俊楊 

 

 

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122 飛翔體育用品公司 黃泳珊 李婷燕 

亞軍 O002198 RENEE & COMPANY 梁淑娟 周惠玲 

季軍 O002300 集成首飾有限公司 鄧小琼 麥嘉慧 

 

 

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172 銘羽運動用品 

亞軍 O002198 RENEE & COMPANY 

季軍 O002300 集成首飾有限公司 

殿軍 O002346 天機中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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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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4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7 

亞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5 

季軍 O002283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3 

殿軍 O002348 民航處 1 

 

 

丙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34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馬智江 

亞軍 O002336 勞工處員工福利委員會 李兆輝 

季軍 O002276 環境保護署 黎偉源 

殿軍 O002190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蔣禮行 

 

 

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348 民航處 馮瑩 

亞軍 O002314 民政事務總署 馬慶娟 

季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羅樂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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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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283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胡文雄 翁榮楨 

亞軍 O002115 香港消防處 葉永明 楊宇恆 

季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溫帶滿 劉家豪 

殿軍 O002326 懲教署 郭慶雲 黃劍平 

 

 

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155 香港警務處 黃冰冰 周樂兒 

亞軍 O002287 漁農自然護理署 鍾麗娟 蔡麗珊 

季軍 O002295 稅務局體育會 譚可盈 洪淑利 

 

 

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34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亞軍 O002283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季軍 O002267 香港海關 

殿軍 O002148 水務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