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2019/2020

小學組

學校名稱 男初小 女初小 男高小 女高小 男初小 女初小 男高小 女高小

1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3 2 3 2 1 1 1 1 

2 沙田官立小學 9 9 9 9 3 3 3 3 

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3 9 3 1 3 1 

4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2 3 5 5 1 1 2 2 

5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9 8 9 9 3 3 3 3 

6 救恩學校 (小學部) 6 6 9 6 2 2 3 2 

7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6 3 2 1 

8 聖公會基福小學 9 9 9 9 3 3 3 3 

9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9 6 9 6 3 2 3 2 

10 聖安多尼學校 2 3 2 1 1 1 

11 嘉諾撒小學 3 3 1 1 

58       46 68 54 20 16 2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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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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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A隊) 男子初小組 鄧靖曦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A隊) 男子初小組 郭一鳴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A隊) 男子初小組 郭一森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B隊) 男子高小組 張珀僖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B隊) 男子高小組 陳嘉泓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B隊) 男子高小組 羅梓軒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A隊) 女子初小組 李樂施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A隊) 女子初小組 Montesclaros Hannah Sabrina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A隊) 女子高小組 李沛嘉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西崇 (A隊) 女子高小組 Martin Villasan Nicole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男子初小組 張柏軒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男子初小組 張恩榮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男子初小組 王灝翹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男子初小組 羅俊軒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男子初小組 賴丞哲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男子初小組 黃鈞健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男子初小組 馮澤峰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男子初小組 胡嘉晉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男子初小組 陳朗天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女子初小組 李諾熹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女子初小組 黃浠喬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女子初小組 黃傑雯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女子初小組 李苑玟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女子初小組 張瑋盈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女子初小組 官朗瑩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女子初小組 洪采宜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女子初小組 黃英雅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女子初小組 張嘉晴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男子高小組 張晋匡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男子高小組 康子晴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男子高小組 張瑋樂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男子高小組 陳俊熙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男子高小組 周銘軒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男子高小組 陳海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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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男子高小組 林立信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男子高小組 孔德正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男子高小組 袁梓朗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女子高小組 何咏珈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女子高小組 馮凱澄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A隊) 女子高小組 王恩翹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女子高小組 高雪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女子高小組 嚴敏晴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B隊) 女子高小組 關曦晴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女子高小組 戴晴芯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女子高小組 張欣熙

沙田官立小學 沙官 (C隊) 女子高小組 陳柏慧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男子初小組 祝尉晉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男子初小組 劉皓澄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男子初小組 胡珵僖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男子高小組 陳啟霖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男子高小組 李梓充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男子高小組 祝尉軒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B隊) 男子高小組 黎瑞鋒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B隊) 男子高小組 謝恩耀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B隊) 男子高小組 林暐曦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C隊) 男子高小組 曾庭熙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C隊) 男子高小組 陳劭翀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C隊) 男子高小組 梁倬熙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女子高小組 李依澄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女子高小組 鍾皓琳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田千 (A隊) 女子高小組 李青輿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男子初小組 林泓澤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男子初小組 陳毅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女子初小組 鍾泇柔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女子初小組 顏祉而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女子初小組 劉彥彤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男子高小組 梁桉橋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男子高小組 戴焯熙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男子高小組 曾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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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B隊) 男子高小組 何鈞灝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B隊) 男子高小組 呂書權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女子高小組 陳詩翹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女子高小組 盧芷晴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A隊) 女子高小組 陳以晴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B隊) 女子高小組 林雨琁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何壽南 (B隊) 女子高小組 蔡梓希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男子初小組 曾昊信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男子初小組 謝瑋澄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男子初小組 蔡逸帆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男子初小組 曾敖然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男子初小組 楊皓然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男子初小組 鄺煒程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男子初小組 李睿謙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男子初小組 黃晉逸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男子初小組 黃耀鋒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女子初小組 廖崇晞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女子初小組 張天睿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女子初小組 王佩加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女子初小組 鍾慧宜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女子初小組 梁曉瀅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女子初小組 楊斯涵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女子初小組 張依祈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女子初小組 鍾沁依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男子高小組 羅柏皓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男子高小組 廖梓亨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男子高小組 李籽晅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男子高小組 梁迅華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男子高小組 陳智謙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男子高小組 周晉生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男子高小組 鄭逸軒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男子高小組 潘晧曦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男子高小組* 黃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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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女子高小組 梁彥曦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女子高小組 鍾依伶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A隊) 女子高小組 陳芷悠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女子高小組 李穎珩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女子高小組 石靜悠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B隊) 女子高小組 楊康婷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女子高小組 陳穎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女子高小組 吳思穎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浸聯 (C隊) 女子高小組* 林羨雯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男子初小組 涂信之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男子初小組 楊悅朗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男子初小組 曾思睿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男子初小組 朱啟希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男子初小組 王懿謙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男子初小組 藍俊文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女子初小組 程海昕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女子初小組 布朗暄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女子初小組 楊子芸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女子初小組 謝心喬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女子初小組 黃奕霖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女子初小組 曹孝欣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男子高小組 董言哲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男子高小組 黎堅信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男子高小組 葉子望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男子高小組 馮亮凱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男子高小組 梁陶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男子高小組 黃希晨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C隊) 男子高小組 許承洛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C隊) 男子高小組 許樂軒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C隊) 男子高小組 何嘉謙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女子高小組 侯韻晴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女子高小組 何嘉穎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A隊) 女子高小組 張愷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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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校簡稱 組別 參加者姓名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女子高小組 譚嘉宜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女子高小組 關宇澄

救恩學校 (小學部) 救恩 (B隊) 女子高小組 盧恩喬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男子初小組 陳彥宏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男子初小組 鄧偉康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男子初小組 朱子家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男子初小組 傅世曦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男子初小組 葉考嵐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男子初小組 何卓文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女子初小組 王樂欣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女子初小組 羅馨怡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梁省德 女子初小組 羅安琪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男子初小組 劉衍松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男子初小組 李梓豪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男子初小組 田鍾希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男子初小組 何展博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男子初小組 謝梓焌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男子初小組 張朗謙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男子初小組 吳丞峻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男子初小組 高皓唯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男子初小組 鄥卓言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女子初小組 李嘉雯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女子初小組 李穎潼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女子初小組 陳曉彤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女子初小組 湯穎蕎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女子初小組 李汶穎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女子初小組 張芷穎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女子初小組 黎穎詩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女子初小組 蔡予喬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女子初小組 王敏寧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男子高小組 何一凡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男子高小組 周頌林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男子高小組 謝梓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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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校簡稱 組別 參加者姓名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男子高小組 李杰朗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男子高小組 衞柏霖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男子高小組 劉栢濤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男子高小組 彭竣聰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男子高小組 彭竣城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男子高小組 關允樂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女子高小組 張芷晴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女子高小組 梁子珊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A隊) 女子高小組 張嘉敏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女子高小組 李潔盈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女子高小組 張梓琳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B隊) 女子高小組 麥芷桐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女子高小組 雷詠淇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女子高小組 羅子淇

聖公會基福小學 基福 (C隊) 女子高小組 陳建頤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男子初小組 唐占宇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男子初小組 李賢哲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男子初小組 潘子安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男子初小組 葉嵐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男子初小組 馮諾心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男子初小組 吳子浩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C隊) 男子初小組 黃庭灝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C隊) 男子初小組 楊皜峰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C隊) 男子初小組 楊和萬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女子初小組 文喬姻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女子初小組 李希儒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女子初小組 蕭詠絃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女子初小組 高澄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女子初小組 鄧亦晽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女子初小組 伍寶兒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男子高小組 賀進軒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男子高小組 馮智健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男子高小組 黃思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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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男子高小組 聶子皓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男子高小組 鄭子熙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男子高小組 林圓叁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C隊) 男子高小組 李厚靖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C隊) 男子高小組 黃逸謙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C隊) 男子高小組 謝和翰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女子高小組 陳滋棓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女子高小組 黎芯羽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A隊) 女子高小組 陳嘉靜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女子高小組 郭嘉澄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女子高小組 蔡碧珊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聖約瑟 (B隊) 女子高小組 沈頌恩

聖安多尼學校 聖安多尼 (A隊) 男子初小組 梁諾意

聖安多尼學校 聖安多尼 (A隊) 男子初小組 曾灝仁

聖安多尼學校 聖安多尼 (A隊) 男子高小組 梁諾希

聖安多尼學校 聖安多尼 (A隊) 男子高小組 鄧政昊

聖安多尼學校 聖安多尼 (A隊) 男子高小組 徐閬

聖安多尼學校 聖安多尼 (A隊) 女子高小組 陳熙傜

聖安多尼學校 聖安多尼 (A隊) 女子高小組 潘思澄

嘉諾撒小學 嘉諾撒 (A隊) 男子高小組* 高晞舜

嘉諾撒小學 嘉諾撒 (A隊) 男子高小組* 盧鎮偉

嘉諾撒小學 嘉諾撒 (A隊) 男子高小組* 黃耀揚

嘉諾撒小學 嘉諾撒 (A隊) 女子高小組* 梁卓琳

嘉諾撒小學 嘉諾撒 (A隊) 女子高小組* 伍德妤

嘉諾撒小學 嘉諾撒 (A隊) 女子高小組* 王汝

*資料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