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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比賽 – 成績紀錄表 

甲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430 電訊盈科 7 

亞軍 O002486 滙豐體育會 5 

季軍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3 O002425 港鐵公司 

O002541 怡和體育會 

 

甲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422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林如瀚 

亞軍 O002430 電訊盈科 陳霆軒 

季軍 O002661 國泰航空 李俊健 

殿軍 O002532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戴啓豐 

 

甲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430 電訊盈科 鍾善穎 

亞軍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陳俏言 

季軍 O002486 滙豐體育會 佘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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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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86 滙豐體育會 梁偉雄 李卓銘 

亞軍 O002495 香港賽馬會 鍾榮耀 劉繼文 

季軍 O002534 醫院管理局 馮偉傑 黎順佳 

殿軍 O002519 南華早報出版有限公司 林振鵬 梁偉進 

 

 

甲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435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 周漣 梁丹萍 

亞軍 O002425 港鐵公司 郭苡婷 曾雲 

季軍 O002541 怡和體育會 黃梅琛 黃寶儀 

殿軍 O002535 宏利國際有限公司 吳小湄 吳惠玲 

 

 

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430 電訊盈科 

亞軍 O002541 怡和體育會 

季軍 O002425 港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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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611 東區乒乓球會 7 

亞軍 
O002628 FUK HEI JEWELLERY AND 

GOLDSMITH CO., LTD. 
5 

季軍 O002551 青屯體育 3 

殿軍 O002653 樂研乒乓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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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628 FUK HEI JEWELLERY AND 

GOLDSMITH CO., LTD. 
黎子恆 

亞軍 O002551 青屯體育 曾俊文 

季軍 O002478 ITIX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許軍 

殿軍 O002503 京輝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擕曦 

 

 

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469 中華民生保險經紀有限公司  祝珺瑋 

亞軍 O002551 青屯體育 陳暉鏇 

季軍 O002478 ITIX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周芷嫻 

殿軍 O002653 樂研乒乓球會 羅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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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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611 東區乒乓球會 鄭旭恆 鄺家輝 

亞軍 
O002628 FUK HEI JEWELLERY AND 

GOLDSMITH CO., LTD. 
陳偉平 劉堅榮 

季軍 O002551 青屯體育 劉智賢 石頌謙 

殿軍 O002478 ITIX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張文豪 古文樂 

 

 

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611 東區乒乓球會 陳瑋文  叶麗婷   

亞軍 O002653 樂研乒乓球會 張宛霓 林文悅 

季軍 
O002628 FUK HEI JEWELLERY AND 

GOLDSMITH CO., LTD. 
劉巧兒 李佳恩 

殿軍 O002478 ITIX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黃皓翎 姚寶常 

 

 

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611 東區乒乓球會 

亞軍 O002628 FUK HEI JEWELLERY AND GOLDSMITH CO., LTD 

季軍 O002653 樂研乒乓球會 

殿軍 O002478 ITIX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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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406 懲教署 7 

亞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5 

季軍 O002476 差餉物業估價署 3 

殿軍 O002455 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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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406 懲教署 楊振洛 

亞軍 O002544 香港海關 梁鎮源 

季軍 O002476 差餉物業估價署 陳梓彥 

殿軍 O002455 環境保護署 謝喬中 

 

 

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326 懲教署 于國詩 

亞軍 O002570 稅務局體育會 李苑瑜 

季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駱海茵 

殿軍 O00262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屈笑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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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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02326 懲教署 張志成 馮健邦 

亞軍 O002476 差餉物業估價署 凌震宇 譚家健 

季軍 O002528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張仕華 尹永陵 

殿軍 O002502 民政事務總署 袁振松 倪爍 

 

 

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劉鳳婷 戴愷廸 

亞軍 O002406 懲教署 麥慧詩 林雅宜 

季軍 O002502 民政事務總署 張煒倩 吳綺鈴 

殿軍 O00262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何淑君 何少珊 

 

 

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406 懲教署 

亞軍 O002455 環境保護署 

季軍 O002413 香港警務處 

殿軍 O002528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