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陳煥璋

2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李恩信

3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曾慶豐

4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盧景熙

5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黃承晉

6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杜卓朗

7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黃梓朗

8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曾駿昊

9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趙天恆

10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葉以正

11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石海軒

12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周翰顥

13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王振兆

14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陳孝藍

15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葉朗

16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陸 謙

17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劉靖陽

18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黃垙圖

19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陳佳釣

20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甲組 陳遵道

21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男子甲組 田野

22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男子甲組 余泰賢

23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男子甲組 羅思航

24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男子甲組 陳嘉鑫

25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男子甲組 黎嘉樂

26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男子甲組 閰嘉洋

27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鍾家誠

28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葉俊卿

29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韓仕釗

30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郭信宏

31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林冠同

32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馬浚樂

33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賴文軒

34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陶嘉翔

35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曾文恩

36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葉灝賢

37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黎俊彥

38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貝朗僖

3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陳振翰

40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梁翹峰

41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陳子維

42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何焯林

43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潘易翹

44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黃翊軒

45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蕭熙揚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羽毛球總會      合辦        教育局       協辦

2019 簡易運動大賽 - 羽毛球比賽

名額抽籤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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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林家滔

47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陳景諾

48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蘇智軒

49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劉煒諾

50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吳迪輝

5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鄧鍵朗

5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吳爾樂

53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王德鑫

54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羅約生

55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文塱程

56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王柏衡

*由於今年參加男子甲組的同學非常踴躍，超出原定名額，為了讓更多同學可以參與及吸收比賽經驗，大會

決定接納所有參加者。

正選繳費日期:  2018年12月10日至201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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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衛天浚

2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習晉樂

3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唐榮謙

4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馬睿希

5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林卓添

6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江靖謙

7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麥皓然

8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黃柏熹

9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王綽延

10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梁哲

11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男子乙組 蘇汶駿

12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男子乙組 楊勝棠

13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陳洛希

14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溫晉陞

15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唐日朗

16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陳一意

17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鄧嘉浩

18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鄭礎鏵

19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李梓成

20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梁高銘

21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乙組 狄倬宏

22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乙組 葉宏晉

23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乙組 陳禮治

24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梁詠森

25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宋旻熹

26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陳浩程

27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陳梓彥

28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蘇卓朗

29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李天樂

30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吳仲昇

3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梁溍洋

32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李子超

正選繳費日期:  2018年12月10日至201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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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甲組 胡芯彥

2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甲組 林沚澄

3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莫嘉盈

4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李雨潼

5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黃思華

6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管絢藍

7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高卓珈

8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馮彥寧

9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蔡靜賢

10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陳諾瑤

11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傅珈瑤

12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鄧雪晴

13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郭泳彤

14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李珮珈

15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陳玥澄

16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甲組 劉長平

17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女子甲組 張寶怡

18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女子甲組 鍾嘉文

19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女子甲組 孫菀青

20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女子甲組 袁曼庭

21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女子甲組 岑祖恩

22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女子甲組 李晞彤

23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甲組 鄭穎曈

24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甲組 關梓桐

25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甲組 馬靖嵐

26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甲組 鄭詩愉

27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黎凱甄

28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余伶俐

29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陳詩穎

30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梁穎喬

31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李繕彤

32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梁苡琳

33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王施懿

34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蔡詠晴

35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葉凱翹

36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黃瀅芝

37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楊子兒

38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陳 賢

39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李祉瑩

40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李卓盈

4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黃祉芸

4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岑芊衡

43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陳嘉桐

44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蔡希彤

45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陳彤

46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吳晴茵

47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李凱晴

正選繳費日期:  2018年12月10日至2018年12月21日

*由於今年參加女子甲組的同學非常踴躍，超出原定名額，為了讓更多同學可以參與及吸收比賽經驗，大會

決定接納所有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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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乙組 陳雅彥

2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乙組 張守芊

3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乙組 李恩喬

4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李佩瑜

5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關靖藍

6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梁圓

7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劉奕彤

8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區焯芝

9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卓泳廷

10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李卓嵐

11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女子乙組 余紫晴

12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女子乙組 羅錦薈

13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乙組 程一希

14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乙組 劉穎桐

15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乙組 馮芷瑩

16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周小巧

17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湛曉桐

18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薜潁浠

1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乙組 李凱霖

20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王雅瑜

2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王涴錡

2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邵濼霖

23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蔣善欣

24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劉老嫣

25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梁凱晴

26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廖楚喬

27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湯圓圓

正選繳費日期:  2018年12月10日至201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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