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2019/2020

中學組
學校名稱 男初中 女初中 男高中 女高中 男初中 女初中 男高中 女高中

1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3        3        2        1        1        1        

2 梁式芝書院 6        8        2        3        

3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2        5        9        2        1        2        3        1        

4 匯基書院（東九龍） 3        2        3        1        1        1        

5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5        4        2        2        2        1        

6 聖芳濟書院 6        3        2        1        

7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3        1        

19 23 14 15 7 9 5 6

參賽人數 隊數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2019-2020

學校名稱 學校簡稱 組別 參加者姓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二中 (A隊) 男子初中組 劉政言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二中 (A隊) 男子初中組 劉棨智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二中 (A隊) 男子初中組 馮子揚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二中 (A隊) 女子初中組 黎曉柔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二中 (A隊) 女子初中組 潘思潼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二中 (A隊) 女子初中組 袁心悅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二中 (A隊) 女子高中組 董善恆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二中 (A隊) 女子高中組 梁倩雅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A隊) 女子初中組 蕭萌嘉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A隊) 女子初中組 練喬甄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A隊) 女子初中組 劉倚汶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B隊) 女子初中組 廖雪瑩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B隊) 女子初中組 黃綽瑩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B隊) 女子初中組 陳穎晞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A隊) 女子高中組 黃麗詩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A隊) 女子高中組 陳芷盈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A隊) 女子高中組 黃伊嵐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B隊) 女子高中組 許佳敏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B隊) 女子初中組 黃凱瑤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B隊) 女子高中組 梁樂怡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C隊) 女子高中組 高海琳

梁式芝書院 梁式芝 (C隊) 女子高中組 車思慧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男子初中組 何尚哲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男子初中組 劉珈瑋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女子初中組 歐倩旻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女子初中組 黃惠淇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女子初中組 潘卓頤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B隊) 女子初中組 谷嘉怡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B隊) 女子初中組 譚映君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男子高中組 呂學孜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男子高中組 梁展銘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男子高中組 譚朗維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B隊) 男子高中組 黃健榮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B隊) 男子高中組 陳經華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B隊) 男子高中組 王一航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C隊) 男子高中組 伍駿鋒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C隊) 男子高中組 邱錦權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C隊) 男子高中組 呂鈞淘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女子高中組 古建琳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 (A隊) 女子高中組 莫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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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校簡稱 組別 參加者姓名

匯基書院（東九龍） 匯基(東九龍) (A隊) 男子初中組 丘以正

匯基書院（東九龍） 匯基(東九龍) (A隊) 男子初中組 吳子謙

匯基書院（東九龍） 匯基(東九龍) (A隊) 男子初中組 馮思捷

匯基書院（東九龍） 匯基(東九龍) (A隊) 女子初中組 李籽優

匯基書院（東九龍） 匯基(東九龍) (A隊) 女子初中組 布聆人

匯基書院（東九龍） 匯基(東九龍) (B隊) 女子高中組 麥懿炘

匯基書院（東九龍） 匯基(東九龍) (B隊) 女子高中組 潘芷晴

匯基書院（東九龍） 匯基(東九龍) (B隊) 女子高中組 魏芷靖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A隊) 男子初中組 劉灝鋒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A隊) 男子初中組 盧子浩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A隊) 男子初中組 梁彥韜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B隊) 男子初中組 趙卓藝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B隊) 男子初中組 蔡錦鋒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A隊) 女子初中組 翁怡晴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A隊) 女子初中組 蘇韻蕎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B隊) 女子初中組 張可欣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B隊) 女子初中組 洪珮瑩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A隊) 男子高中組 鄒天樂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 (A隊) 男子高中組 陳柏希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A隊) 男子初中組 郭灝泓 Kwok Ho Wang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A隊) 男子初中組 李浩軒 Li Ho Hin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A隊) 男子初中組 Feng Wing Hang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B隊) 男子初中組 郭鎧浚 Kwok Hoi Tsun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B隊) 男子初中組 Abubakar Damian Jasim Atcha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B隊) 男子初中組 Yam Tsz Hei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A隊) 男子高中組 王澤兒 Wong Jun Yi Joshua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A隊) 男子高中組 陳正然 Chan Ching Yin

聖芳濟書院 聖芳濟 (A隊) 男子高中組 石瑋軒 Bux Sheik Brandon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上智 (A隊) 女子初中組 韓惠琳 Hon Wai Lam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上智 (A隊) 女子初中組 魏卓盈 Ngai Cheuk Ying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上智 (A隊) 女子初中組 左安瑜 Cho On 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