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第十四屆香港敬發杯羽毛球分齡賽錄取名單 

本年報名參加人數約 1800，所以能報名的都可參加比賽! 

請各位參賽者小心核對名單。如有錯漏，請儘快於 8 月 13 日前電郵本會作出更正，(之後不作修正)謝謝! 

聯絡本會電郵: jungfacup@gmail.com 賽程表將於 8 月 20 日前公佈  

賽程表公佈網址:https://www.hqu.org.hk/ 和 https://jungfacup.wixsite.com/mysite 

比賽日安排：8 月 23 日& 24 日主要是學生(5-20 嵗組別),長者是 24 日(60 嵗以上組別)。8 月 25-26 日兩天主要

為在職人士(21-60 嵗組別)。青少年團體在 8 月 24 日。男子團體非專業組在 8 月 25 日。男子團體專業組和女子

團體在 8 月 26 日。(有關團體賽更正及補充: 非專業團體及女子團體:打足三場(每場 21 分)，計細分，即三場

总分最高 63 分。得分最多者勝！) 

名單如下 

A 組男單 5 歲 

1 卓爾，2 江晙立，3 陳彥臻，4 梁天羽 

A 組女單 5 歲 

1 彭靖喬，2 徐諾懿，3 衛配祺 

B 組男單 6 歲 

1 陳以熙，2 江晙立，3 江柏熙，4 林子峰，5 曾得添，6 孔浩而，7 廖卓藍，8 梁湛明，9 鄧曉輝，10 吳仲熙，

11 吳偉熙，12OoiHaoXuan(馬)，13 薛宇翔，14 林煒程，15 王政傑，16 葉天澄，17 葉天霖，18 施圍善， 

19 吳澄鋒，20 李俊翹，21 黎學謙 

B 組女單 6 歲 

1 夏嫣，2 施幸兒，3 吳若珊，4 洪心美，5 黄冠尹，6 鍾呈晞，7 徐諾懿，8 林采瑩，9 談子瑜，10 李語菲，

11 廖婧兰 12 任書瑶，13 鄭雅方，14 錢巧遊，15 謝欣穎(广傑) 

C 組男單 7 歲 

1 陳日信，2 陳以熙，3 卓逸，4 陳瑋行，5 余健章，6 吳溥劻，7 周樂正，8 陳奕希，9 宋旻熹，10 彭朗軒，

11 袁知行，12 孔浩而，13 莫子謙，14 蕭海迪，15 李天祿，16 陳思霖，17 陳綽渝，18 鄧贊希，19 謝卓峰，

20 阮博知，21 陳柏言，22OoiHauHuan(馬)，23 薛宇翔，24 林煒程，25 王政傑，26 區兆天，27 葉天澄， 

28 葉天霖，29 勞永逸，30 勞永翹，31 劉駿享，32 郭伊洛 33 伍竣睎，34 黃天遇，35 梁仕君，36 尚子策， 

37 廬柏榆，38 陳浩程，39 黄浩轩(广衡) 

C 組女單 7 歲 

1 劉洺名，2 黃樂兒，3 何卓嵐，4 胡凱婷，5 陳心怡，6 施幸兒，7 廖洛嬈，8 馬天欣，9 謝欣彤，10 劉一希，

11 劉又希，12 洪心美，13 鍾呈晞，14 梁雅德，15 黃靖蕎，16 歐陽穎芝，17 任書瑶，18 蔡宜諺，19 陳鵬妮，

20 黄于紋，21 谢欣颖(广傑)，22 李燕漩(广衡) 

D 組男單 8 歲 

1 陳日信，2 曾柏颺，3 陳瑋行，4 李天樂，5 余健章，6 廖宏信，7 陳浩，8 長谷川賢造，9 黃梓朗， 

10 林以湛，11 黄子翹，12 翟晉樂，13 李梓軒，14 房晉澎，15 陳奕希，16 劉晉灃，17 陳明冶，18 王樂勤，

19 袁知行，20 蕭海迪，21 張嘉軒，22 蔡卓洺，23 馮昊霖，24 陳柏言，25 李炫彬，26 郭臻，27 楊凱冲， 

28 洪梓揚，29 魏子然，30 王卓倫，31 郭伊洛，32 黄天遇，33 梁仕君，34 尚子策，35 李國鈴，36 衛天没，

37 刘戴威，38 譚鎰浠，39 鄧敬業，40 李國鍂，41 黃浩轩(广衡)，42 张俊皓(广衡)，43 张广正(广衡) 

D 组女單 8 歲 

1 李芷澄，2 黄樂兒，3 胡凱婷，4 連栩浧，5 龔睿心，6 陳子希，7 余璟霖，8 馬天欣，9 王栩諾，10 潘柔，

11 伍煦洋，12 朱穎姿，13 蔣怡，14 歐陽穎芝，15 林睿盈，16 莫涥茵，17 莊知行，18 林子慧，19 梁煦翎，

20 陳希穎，21 岑諾(中囯)，22 馮泳喬(中国) ，23 蔡宜諺，24 陳鵬妮，24 葉心悠，26 鄭穎嘉，27 苏诗琪(广

衡)，28 李燕漩(广衡) 

https://www.hqu.org.hk/


E 組男單 9 歲 

1 梁景昆，2 夏華笙，3 鄭雋彥，4 殷煒軒，5 陳駿滔，6 劉澔霖，7 廖宏信，8 陳浩，9 長谷川賢造， 

10 黄梓朗，11 朱澔，12 簡柏翹，13 強伯謙，14 王仁希，15 林以湛，16 黄子翹，17 唐荻竣，18 周柏諺， 

19 高鎮坤，20 陳思楠，21 陳遵道，22 謝昊霖，23 鄭英杰，24 鄭俊杰，25 陳俊熙，26 張嘉軒，27 施承希，

28 房晉澎，29 黄靖宇，30 李鴻彬，31 謝鍏澔，32 賴敏宇(東莞)，33 彭祉儒，34 郭臻，35 樊祉皓，36 庄嘉，

37 李浩銘，38 黄垙圖，39 譚博仲，40 繆柏寧，41 魏子然，42 叶俊煒(广州) ，43 顧一朗，44 張世成， 

45 簡歷行，46 梁天朗，47 羅肇鋒，48 蕭誠謙，49 沈珈鋐，50 戴卓穎，51 张俊皓(广衡)，52 张广正(广衡)，

53 张忻睿(广衡)，54 吳文博(广衡)，55 陈宁韬(广衡) 56 關孝鈱 

E 組女單 9 歲 

1 SuHaniMethi，2 葛嘉熙，3 朱紀縈，4 廖愷喬，5 梁恩喬，6 連栩浧，7 龔睿心，8 宋映萓，9 洪炫嬌， 

10 陳頌姸，11 王栩諾，12 鄭崢頎，13 林玥沂，14 朱穎姿，15 林采柔，16 莫淳茵，17 李蔚琳，18 梁煦翎，

19 陳希穎，20 岑諾，21 馮泳喬，22 吳樂㬢，23 汪穎樂，24 莫蕾，25 呂婥琳，26 吳晴茵，27 陳領菱， 

28 廖芊明，29 苏诗琪(广衡) 

F 組男單 10 歲 

1 梁景昆，2 陳日希，3 邱楚雄，4 楊天朗，5 殷煒軒，6 陳瑋翹，7 余昊，8 陳駿滔，9 劉澔霖，10 江冠璁，

11 楊傑凱，12 余鍵浠，13 張凱傑，14 何卓騫，15 姜信成，16 黄尚宏，17 朱壽，18 張昊朗，19 黄子聰，20

甄浩森，21 龔業滔，22 周柏諺，23 謝昱嶠，24 陳奕匡，25 吳守正，26 余暻熹，27 黃凱邦，28 王健銘，29

葉文盛，30 楊澤泓，31 蕭海朗，32 陳遵道，33 李嘉淳，34 謝昊霖，35 余鎵誠，36 阮憲知，37 陳嘉裕，38

周悦中，39 張卓謙，40 巨紹慷，41 譚博仲，42 鄧志輝，43 楊萬里，44 繆柏寧，45 魏弘力，46 黄正匡，47

曾韋邵，48 曾子雄，49 黄奕皓，50 謝曉東，51 鄭子灝，52 麥俊謙，53 黄敬熹，54 張世成，55 陳煥璋，56

鄧奕朗，57 梁廷禧(中山)，58 鄭宇翔，59 王羽軒，60 李君睿，61 王業泓，62 張梓豪(中山)，63 张忻睿(广衡)，

64 吳文博(广衡)，65 陈宁韬(广衡)，66 關孝鈱 

F 組女單 10 歲 

1 朱紀縈，2 廖愷喬，3 盧舒庭，4 梁思喬，5 梁依祈，6 廖映珽，7 張芯溢，8 羅雨睛，9 宋映萓，10 林沁儀，

11 郭彗晞，12 唐心悦，13 鄭崢頎，14 張千幗，15HoTszLok，16 黃蔚盈，17 林玥沂，18 陳宇詩，19 徐顥珈，

20 姚穎潼，21 張恩倩，22 林采柔，23 江澤瑶，24 李濰妏 26 張定欣，27 陳美君，28 鄭梓彤，29 洪麗祺， 

30 莫凱晴，31 張凱晴，32 李海寧，33 郭伊桐，34 許卓怡(鼎)，35 王妤，36 林彥君，37 莫蕾，38 莫凱茵，

39 卢子萱(广衡) 

G 組男單 11 歲 

1 陳晞，2 邱楚雄，3 陳言俊，4 楊天朗，5 黃俊霖，6 陳文迪，7 譚亦然，8 陳景諾，9 陳瑋翹，10 陳柏禧，

11 朱泆信，12 楊傑凱，13 楊子安，14 張愷文，15 吳以瀚，16 黃樂然，17 張凱傑，18 姜信成，19 梁家盛，

20 簡柏賢，21 陳栢謙，22 黃子聰，23 何梓俊，24 劉宇軒，25 唐廸朗，26 龔業滔，27 葉朗，28 翁璟滔， 

29 吳子飛，30 謝昱嶠，31 陳奕匡，32 黄凱邦，33 王栩逸，34 倫煒竣，35 鍾晴，36 謝曉樂，37 黄奕皓， 

38 楊澤泓，39 蕭海朗，40 潘敬樂，41 羅學孜，42 陳嘉裕，43 林睿康，44 王綽裕，45 林朗言，46 區兆鵬，

47 宋承軒，48 林瑋鋒，49 陳博仁，50 吳家皓，51 梁雋熙，52 鄧志輝，53 王嘉言(广民)，54 魏弘力， 

55 黃正匡，56 曾韋邵，57 曾子維，58 麥俊謙，59 胡嘉華，60 陳玥霖，61 楊松劻，62 葉文盛，63 刘載威，

64 曾慶豐，65 張梓豪(中山)，66 董海喬，67 黃子謙，68 林鴻熹，69 杜家健(梧州)，70 葉朗睿，71 潘瑋謙，

72 梁廷禧(中山)，73 李镇杰(广衡) 

G 組女單 11 歲 

1 葛嘉恩，2 禇芷寧，3 黄怡，4 熊曉晴，5 胡凱晴，6 蔡靜賢，7 盧舒庭，8 歐陽芷雅，9 林靖㬢，10 連栩誼，

11 張芯溢，12 陳咏賢，13 林心儀，14 林穎熙，15 郭彗晞，16 宋映萱，17 唐心悦，18 王奕雯，19 張千幗，

20HoTszLok，21 陳宇詩，22 吳翰寧，23 徐顥珈，24 姚穎潼，25EvangelineGilbertJeseph，26 江澤瑶， 

27 李濰妏，28 吳嘉儀，29 張定欣，30 陳美君，31 鄭梓彤，32 孔思穎，33 洪麗祺，34 王思琳，35 莫凱晴，



36 郭喧，37 郭伊桐，38 許卓怡，39 張凱晴，40 王妤，41 林彥君，42 张晓亮(中山)，43 羅敏欣，44 李玟映，

45 李豫琳(广衡)，46 邓广蕾(广衡)，47 卢子萱(广衡) 48 關幸旻 

H 組男單 12 歲 

1 陳文迪，2 李朗褆，3 鄭家朗，4 陳栢禧，5 楊柏圖，6 朱泆信，7 楊子安，8LauYuiChunAngus，9 張愷文，

10 黄樂然，11 長谷川稜祐，12 長谷川啓泰，13 張展豪，14 謝雅樂，15 葉朗，16 王栩逸，17 倫煒竣， 

18 鍾晴，19 陳心華，20 鄭崢晞，21 羅學孜，22 余镓晉，23 嚴日言，24 彭祉熹，25 陳浚喬，26 林朗， 

27 陳卓楠，28 陳博仁，29 梁雋熙，30 王正中(中國)，31 卓奕廷，32 叶栩瑋(广分) ， 33 姚頌謙，34 王澤豪，

35 胡嘉華，36 吳豪峰，37 黎運軒，38 陳力維，39 曾慶豐，40 陶愷信，41 蔡晉謙，42 杜家健(梧州)， 

43 李镇杰(广衡) 

H 組女單 12 歲 

1 褚芷寧，2 熊曉晴，3 胡凱晴，4 蔡静賢，5 黄珮瑩，6 梁芷悦，7 李詠欣，8 林靖㬢，9 黄巧欣，10 郭慧晞，

11 陳苑蕎，12 何沛珊，13 張千睿，14 吳翰寧，15 吳嘉儀，16 孔思穎，17 駱健晴，18 王恩琳，19 郭喧， 

20 林凱澄，21 陳旨喬，22 李昕喬，23 吳卓蕎 24 黄駱騫，25 李汶映，26 张晓亮(中山)，27 李豫琳(广衡)， 

28 邓广蕾(广衡) 29 關幸旻 

I 組男單(13-14 歲) 

1 邱碩雄，2 林浩霆，3 鄭家朗，4 張議謙，5 長谷川稜祐，6 長谷川啓泰，7 藍兆恆，8 鄭暐軒，9 鄭崢晞，

10 陳耀良，11 林俊言，12 王力嶠，13 姚至澧，14 陳昌軒，15 陳卓楠，16 黃安廷，17 卓奕廷，18 姚頌謙(鼎)，

19 余凱睇，20 伍竣軒，21 刘戴尔(中山)，22 黎運軒，23 陳力維，24 姚朝俊，25 楊樂然，26 楊樂懿， 

27 陳俊熹，28 李文熙，29 黎其瓚(广傑)，30 谢德聪(广傑)，31 鍾啟聰，32 黄皓然 

I 組女單(13-14 歲) 

1 何㛓瑶，2 陳心弦，3 陳苑蕎，4 鄭凱喬，5 徐諾琛，6 江澤晴，7 柯曉晴，8 駱健晴，9 王煦晴(中國)， 

10 陳旨喬，11 李昕喬，12 岑凝(中國)，13 馮煒琳，14 許婧怡(鼎)，15 刘戴茵(中山)，16 鍾美純 

J 组男單(15-16 歲) 

1 邱碩雄，2 林浩霆，3 張議謙，4 盧朗庭，5 戚凱竣，6 梁頌賢，7 何宗義，8 劉耀陞，9 羅嘉進，10 林思憲，

11 尹卓泰，12.尹卓勇，13 曾瀚賢，14 刘茂庭，15 陳昌軒，16 黄安廷，17 任浩恩，18 馬奕楠(鼎)， 

19 尹子謙(鼎)，20 葉文軒，21 刘戴尔(中山)，22 陳穎楷，23 姚朝俊，24 廖廷穎，25 劉俊希，26 鄭耀文， 

27 辛睿頲(广傑)，28 林志星(广傑)，29 彭頌朝(广傑)，30 王楚明(广傑)，31 朱浩樑(广傑)，32 林力恒(广傑)，

33 黎其瓚(广傑)，34 谢德聪(广傑)，35 李文熙，36 潘俊謙 

J 組女單(15-16 歲) 

1 陳心弦，2 鄭凱喬，3 徐諾琛，4 陶㬢蕾(广民)，5 岑凝(中國)，6 馮煒琳，7 許婧怡，8 刘戴茵(中山)，9 梁

樂心，10 蕭翠筠，11 周詩雅，12 施諾瑶，13 梁晓彤(广傑)，14 胡家儀(广傑) 

J 組男雙(15-16 歲) 

1 梁頌賢/何宗義，2 尹卓泰/尹卓勇，3 林俊言/王力嶠，4 劉俊希/董澤明，5 卓睿頲/林志星(广傑)， 

6 彭頌朝/王楚明(广傑)，7 朱浩樑/林力恒)广傑 

J 組女雙(15-16 歲)  (與 K 組女雙合併) 

1 江澤晴/EvangolineGilbertJoseph 

K 組男單(17-20 歲) 

1 盧朗庭，2 林思憲，3 馬嘉豪，4 楊竣銘，5 張元達，6 李翔，7 秦宇，8 蔡濤，9 林朗翹，10 陳溢峰， 

11 洪承楓，12 李子賢，13 梁柏谦 14 趙乘願(鼎)，15 陸俊軒(鼎)，16 馬奕楠(鼎)，17 尹子謙(鼎)，18 黄珞培，

19 黄浩霖，20 程譜維，21 劉善熹，22 葉文軒，23 羅嘉賢，24 何承楓，25 陳穎楷，26 黄文海(广傑)， 

27 杜庆涛(广傑)，28Bryan LowLunPing(馬)，29TehZiYi(馬)，30 朱軍(馬)，31 莫祥靄 

K 组女單(17-20 歲) 

1 韋孝琼(广民)，2 罗宇珩，3 冼珞珧，4 黃安妤(澳門)，5 梁樂心，6 鄭依翹，7 梁曉彤(广傑)，8 胡家儀(广傑) 



K 组男雙(17-20 歲) 

1 張天傲/李文泰，2 李翔/秦宇(广民)，3 蔡濤/盧進軒(广民)，4 洪承楓/李子賢，5 林朗翹/盧進軒， 

6 趙乘願/陸俊軒(鼎)，7 羅嘉賢/李逸 ，8 郭明灝/何承楓，9 黃文海/杜庆涛(广傑) 

K 组女雙(17-20 歲)  (與 J 組女雙合併) 

1 陳樂怡/王希雯，2 施諾瑶/劉穎晞 

L 組男單(21-29 歲) 

1 黄兆倫，2 李擇林，3TsuiKaiMing，4 吳楚喬，5 王奕添，6 盧兆豐，7 黎侍恆，8 王乙航，9 何平(广民)，10

覃立寧(广民)，11 覃金波波(广民)，12 黄正健(广民)，13 陳光育(广民)，14 蒋錫宇(广民)，15 黄國涛(广民)，

16 田儒超(广民)，17 梁晏菱，18 方浚生，19 張俊豪，20 黄沛康，21 馮栢康，22 陳柯宇(广民)， 

23Jansuphapchai muit，24 鍾子健，25 黄珞培(鼎)，26 程譜維(鼎)，27 黄浩霖，28 吳鵬杰(澳翔)，29 郭明灝，

30 温子澄，31 容浩誠，32 梁嚳謙 

L 組女單(21-29 歲) 

1 蔡志嘉，2EngSukCheing(馬)，3 廖梅珍，4 蘇亮如，5 李金鴻，6 顏風超，7 黄丕雅，8 陳梓褀 

L 組男雙(21-29 歲) 

1 黄兆倫/李擇林，2 吳楚喬/王奕添，3 盧兆豐/黎侍恆，4 何平/覃立宁，5 黄国涛/陈光育，6 梁晏菱/郭貽豪， 

7 司徒浩翔/周俊鋒，8 葉浩俊/鄭重謙，9 陳智芳/彭樂天，10 張俊豪/譚健賡，11 黄曉明/黃曉峰，

12PurimudAsarssakorn/Pramot Yutendna(FYC),13KomsanKasomsapachote/ThonawathUadmsijo(FYC) 

14 李润豪/吕嘉俊(广分)，15 梁丰/朱俊威，16 鄭家豪/張浚銘，17 莊兆恒/岑迪昌，18 高俊偉/洗華泉(澳翔)，

19 吳鵬杰/EngTseYew(澳翔)，20 張子穎/黃耀燊，21 黄柏豪/黃梓軒，22 梁栢煒/葉青然， 

23Christophe Tsni/TsangNokKi，24 梁嚳謙/吳澤銘，25 林主牽/許志鏗 

L 組女雙(21-29 歲) 

1 陳穎琛/杜卓凝，2 陳樂怡/王希雯，3 甄凱宜/謝慶梅，4 葉婉茹/林慧冰，5 梁朗姿/潘曉瑩，6 顏芷玲/石卓雯，

7 陳亦淳/張坤鈺，8 黃思語/李金鴻(广民)，9 談婕/顏風超，10 刘若燕/張鑫(广分)，11 鄺欣/周秦(澳翔)， 

12 邹嘉市/陳梓祺，13 楊莉翎/鄺潔雲 

L 組混雙(21-29 歲) 

1 鄭家豪/陳穎琛，2 林慧冰/鄭重缣，3LeeKokSiong/EngSukCheing(馬)，4 葉婉茹/刘奇，5 袁代桃/覃金波(广民)，

6 潘曉瑩/彭樂天，7 黃思語/藍瀟(广民)，8 陶㬢蕾/陈柯宇(广民)，9Jansuphapchaimuti/談婕，10 孫安羽/梁諾，

11 李润豪/張鑫(广分)，12 刘若燕/郭俊言(广分)，13 周文傑/曾敏慧，14 高俊偉/周秦(澳翔)， 

15 洗華泉/鄺欣(澳翔)，16 張家嘉/周禮賢，17 黄耀燊/黄詩詠 

M 組男單(30-39 歲) 

1 關頌文，2 黄文煊，3 黄天欣，4 王智宏，5OoiSweenKhoon(馬)，6OoiChinAik(馬)，7 黄駿豪，8 陳知行，9

郭貽豪，10 趙椿根，11 陳智芳，12 潘亮庭，13 林恩傑，14 曾顯楓，15 李曉榮(广分)，16 洪昱湧，17 李俊傑，

18 周禮賢，19 潘世民，20 謝冠希，21 江強，22 高健，23 李國樑，24 陳建州 

M 組女單(30-39 歲) 

1 梁穎詩，2 廖旭霞(广西)，3 馮寳姸，4 蔡智麗，5 黄丕雅，6 譚韻 

M 組男雙(30-39 歲) 

1 王智宏/陳思穎，2 周國汝/彭劍明，3 陳志雄/張暉，4 趙創輝/黃駿豪，5 陳冠斌/陳知行，6 郭少华/倪孔坚(東

莞)，7 張輝/胡志強，8 馮润灵/梁建新(佛帝)，9 王大鴻/王大鵬(中國)，10 潘亮庭/譚健黂，11 陳振輝/曾昭裕，

12 林鼎淦/呂志勤，13 黄開勤/黄開明，14SurakitTangchaisak/AtipongKitjanon(FYC) 15 謝冠希/潘偉輝，16 陳柱

達/鄧達輝，17 江強/高健，18 林思橋/呂韡諾，19 李國樑/LeungChunYin，20 陳智芳/李遠超 

M 組女雙(30-39 歲) 

1FungMomNi/TehChoonMaw(馬)，2 梁穎詩/馬慶娟，3 潘詩怡/麥嘉莉(澳門)，4 招美琪/邵敏儀，5 蔡業桐/辛婉

怡，6 曾楚春/袁敏婷，7 林麗嫦/吳寶恩，8 梁佩貞/章國瑜，9 李珮詩/張士明，10 李美莉/徐孜 



M 組混雙(30-39 歲) 

1 李志明/何淑英，2 黄劍文/謝慶梅，3 陳志雄/蔡玉映，4OoiChinSik/FungMomNi(馬)，

5TehChoonNaw/LeeSauWah(馬)，6 張輝/吳紫玲，7 梁建新/卢曉紅(佛帝)，8 廖旭霞/林錦龍，9 麥嘉莉/趙椿根(澳

門)，10 辛婉怡/林恩傑，11 林鼎淦/林麗萍，12 吳寶恩/呂志勤，13 曾顯楓/馮寶姸，14 章國瑜/陳振輝，15 曾

昭裕/麥嘉茵，16 黄開明/蔡智麗，17 KungWingHan/潘偉輝，18FungLapYeung/LamChiYan，19 梁至泓/石卓雯，

20 李佩詩/鄧占美，21 洪昱湧/徐孜，22EngTseYew/鄧華丹(澳翔)，23 錢油康/吳样茵，24 李遠超/李美玲 

N 組男單(40-49 歲) 

1 賴荃，2 廖偉文，3，姚志謙，4 陳凱林，5 周勇強，6YanamuthuGilbertJoseph，7 潘錦輝，8 譚劍文，

9CheeMengJeen(馬)，10OoiEanKeong(馬)，11 趙劍輝，12 張達家，13 彭偉明，14 布志剛(佛帝)，15 宋漢駒，

16 吳文生，17 李凱俊，18 鄺康傑，19 洪杉，20 卓東山，21 汪佳楝 22 余振東，23 陳杰洋(佛帝) 

N 組女單(40-49 歲)  

1）麥寶珊 2）文笑梅 3）莊惠妮 4）方秀瑩 5）雷英愉 6）趙懷梅 7）吳鳳珍 8）郭麗敏 9)黄杰雅 

N 組男雙(40-49 歲)  

1 趙振煒/姚志謙，2 周勇強/Yanamuthu Gibert Joseph，3 林炳良/黄奕亭，4 周國如/彭劍明， 

5 陳劍恩/LamChunKong，6LeeSauWah/OoiEanKeong(馬)，7 郭小華/尤一新(東莞)，8 李祥輝/林永祥， 

9 周文傑/鄺康傑，10 劉朝忠/馬國豪，11 譚劍文/江軍，12 鄭志明/柯永銘，13 饒哈林/許鴻杰， 

14 陳達成/林國強，15 陳振偉/鄭宏堅(東莞)，16 方潤林/陳偉華(東莞)，17 謝毅鵬/陳杰祥(佛帝)， 

18 布志剛/陳偉杰(佛帝)，19 謝偉新/黃旭輝(東莞)，20 陳德鄰/關保賢，21 陳少英/林瑜， 

22Kwong Tak Chi/Lian Siong Juh，23Tam Veng Sam/Pun Wai Keung，24 陳振活/梁旭俊(澳翔)， 

25 李偉恩/鄭偉倫(澳翔)，26 王偉祥/梁旭彪(澳翔)，27 何德龍/李益民，28 楊基鎖/高百豐 

N 組女雙(40-49 歲)  

1）歐陽詠愉/胡紅燕 2）陳秀金/王菁 3）李文麗/胡元美(東莞) 4）孫惠蘭/雷英愉(佛帝) 5）李秀華/周鳴鳴 

6）胡紅斌/郭惠儀 7）吳鳳珍/郭麗敏 8）陸袁芳/何容清 9)ChanPuiMan/KungWingHan 10)羅子嫻/翁啟蓮  

11)周思婷/曾靜珊 

N 組混雙(40-49 歲) 

1 賴荃/麥寶珊，2 莊惠妮/廖偉文，3 林國強/陳雅詠，4 鄭宏堅/叶盈瑩(東莞)，5 張新祥/胡元美(東莞) ，6 陳榮

/劉紅玲(東莞)，7 卢晓紅/谢毅鵬(佛帝)，8 趙怀梅/廖偉(中國)，9LianSiongJuh/NgWaiChun，10 梁佩貞/黄錦鴻， 

11 黃開勤/陸袁芳，12 王偉祥/鄺健姸(澳翔)，13 王秀琴/熊州(梧州)，14 陳秀金/卜永全，15 謝偉新/李文麗(東

莞) ，16 陳炎福/陳潔芬，17 鄧樹衡/楊穎影，18 盧炳添/湯淑慈，19 曾揮洋/曾慧文，20Tam Veng Sam/Leung Wai 

Bing，21 黃麗芬/吳永潮，22 李美莉/洪杉，23 鄧玉燕/張志強 

O 組男單(50-54 歲)      1 王樹遠 ，2 陳彥強，3 李志明，4 陳達成，5 胡瓊忠(中國)，6 陳天予，7 黄偉文，

8 温偉光，9 王得財，10 翁易汎 

O 組女單(50-54 歲)  1 孫惠蘭，2Lee Oi Ling，3 何容清，4 麥幗儀，5 潘杏嬋，6 余愛珠 

O 組男雙(50-54 歲)  1 黃志勤/陳楺仁，2 廖永生/郝悌，3 陳淇/何光華，4Leung Kwok Hung/John Vogetsang， 

5 李偉/林樹樂，6 周昕/傅橄益(南寧)，7 錢平/張新祥，8 羅偉堂/陳艷傑，9 繆東/吳連印，10 陳維納/黄英傑， 

11 陳健榮/何家富，12 林松/蔡宝安，13 陳彥強/陳兆焯，14 鄭佩強/黎達堅，15 薛黨民/蔡立新(東莞)， 

16 包立地/包衛祥，17 林鋼/吳光棋 

O 組女雙(50-54 歲)1 何綺文/布明霞，2 張玉蓮/楊美嫻，3 吳玉卿/陳培道，4 張麗容/王建琴， 

5 梁紅寧/韋育勤(南寧)，6Lee Oi Ling/Cheung Sau Fung，7 包莉/黃志群(广民)，8Cheng Wai Ha/Leung Wai Bing，

9 蔡繼紅/李佩貞，10 洪玉梅/吳沙霖，11 羅子嫻/余詠嗚，12 韓曉玲/郑华，13 石賽金/羅麗兒， 

14 黄惠霞/楊小素，15 葉少卿/周淑嫻 

O 組混雙(50-54 歲) 

1 陳楺仁/麥惠芳，2 廖永生/何秀芳，3 羅雪菁/梁冠帶，4 傅橄益/韋育勤(南寧)，5 周昕/梁紅宇(南寧)， 



6Cheung Sau Fung/Kwong Tak Chi，7 包莉/馮國強(广民)，8Cheng Wai Ha/Pun Wai Keung， 

9 李佩貞/江志榮，10 杜裕堅/李月蓉，11 曾達樑/黃燕萍，12 余愛珠/吳克耀 

P 組男單(55-59 歲)1 陳兆焯，2 林廣文，3 梅廣烈，4 梁志耀，5 陳永立，6 方裕輝，7 李龍官，8 李春(深港)，

9 何振民，10 吳培洪，11 李立群，12 黃展剛(梧州)，13 王得財，14 張錦成(广分) 

P 組女單(55-59 歲)1 陳惠儀, 2 蔡少云, 3 溫小玲, 4 李麗娟, 5 馮捷平(广分), 6 謝力(深港) 

P 組男雙(55-59 歲) 

1 林建清/鄧慶峯，2 江冠/王維嘉，3 蘭旭峰/郭達明，4 梁文裴/王濟明，5 鄧偉權/呂錦熊，6 麥永漢/張思宗， 

7 候伯堅/梁國生，8 陳錦燦/吳偉成(广分)，9Bobby/Sumarojo(印尼)，10 莊飛/陳浪(港深)，11 李春/趙國雄(港深)，

12 鄭先浩/鐘耀強，13 丘勁東/陳穗民(广分)，14 譚志仁/李國維(協友)，15 梁炳輝/关俊(广中老)，16 丘志君/

肖偉豪(中國)，17 吳光棋/曾紀文 

P 組女雙(55-59 歲) 

1 林鳳霜/張玉玲，2 蔡少云/譚桂英，3 梁婉萍/詹楚香，4 馬佩君/鄭杏，5 馮捷平/湯小敏(广分)， 

6 張小菲/梁崇媛(广分) 

P 組混雙(55-59 歲) 

1 陳少英/鄧有成，2 梁婉芝/劉兆文，3 曾揮洋/曾慧文，4 周惠芳/張思宗，5 郭維/李麗娟，6 方裕輝/王郁芳，7

徐占榮/梁崇媛，8 莊飛/刘惠殊，9 袁美蘭/李立群，10 李立群/程金鳳，11 林偉桐/王敏，12 甘常城/黄惠霞 

Q 組男單(60-64 歲)    1 陳漢柱，2 黃慶祥，3 梁志耀，4 廖國基，5 陳義仁，6 郭維，7 黄天惠，8 毛振球，

9 刘福如，10 楊平(深港)，11 黄克(深港)，12 曾祥國，13 高兆祥(广中老)，14 徐傑民，15 袁有材(梧州) 

Q 組女單(60-64 歲)  1 白少雯，2 潘琰熹，3 謝少珍，4 孫桂萍 

Q 組男雙(60-64 歲) 

1 譚德成/曾洪，2 陳桂庭/余志衛，3 程毅強/李炎方，4 陳振超/朱雄，5 廖國基/陳義仁， 

6 許章國/徐兆根，7Chan Yan Shun/Wan Wai Kin，8 林振英/Pang Chye Hin，9 李文佳/黃華南， 

10 曹國澤/丘勁東(广分)，11 張忠良/莊永祥，12 莫少雄/毛振球，13 刘福如/吳国楠，14 俞正恪/劉德联，15 何

真賢/黄光明，16 丘建榮/葉國雄，17 李志強/邓欢勤(中國) 

Q 組女雙(60-64 歲)  1 袁錦霞/陳銳芬，2 吳漢凌/吳潔貞，3 吳洁來/袁織女，4 孫桂萍/唐忠琳， 

5 程金鳳/袁美蘭，6 王妙貞/陳桂芬(广中老) 

Q 組混雙(60-64 歲)  

1Cheung Kam Choi/潘小嫻，2 余自明/余戴建，3 黃美嫦/曾祥國，4 陳桂芬/高兆祥(广中老)，5 李曼瓊/馮耀祥 

R 組男單(65-69 歲)  1）陳康美 2）凌志瑋 3）鄧光明 4)莫少雄 

R 組女單(65-69 歲)  1）莊就英 2）寧武軍 3）李元花 

R 組男雙(65-69 歲)  1）陳烽平/陳云祥 2）Lim Yow Song/Cheng Yoon Hing 3）莫建奇/莫建和 4）高峰/張新端

5）吳子祺/凌志偉 6）劉炳全/陳汶濤 7 )刘敬發/鄧光明，8 )梁國雄/張昇祥 

R 組女雙(65-69 歲)  1）張團/宋曉楓 2）梁瑞妮/鐘美珍 3）陳麗君/李蘭敏 4 )凃棚芳/胡小鸾(广中老) 

R 組混雙(65-69 歲)  1）張團/袁志明 2）李文佳/勞少珍 3）Lim Yow Hing/李曼瓊 4）林偉/寧武軍 5）陳麗君/

陳云祥 6 )胡小鸾/夏显棚(广中老)，7 )高月好/叶乃祖(广中老) 

S 組男單(70-74 歲)  1）曹邁倫 2）陳裕送 3）梁子華 4）吳錫光 5）何迪威 6 )梁長盛，7 )陳繼武 8)葉振盛 

S 組男雙(70-74 歲) 1）許益仁/黃富昌 2）劉國財/陳道和 3)朱南生/陳長樂 4 )梁生之/陳振強，5)管可漢/曾達生 

S 組女雙（70-74 歲）1）許人參/林蓮香 2)譚麗雲/譚玉玲 

S 組混雙(70-74 歲) 1)陳玉華/楊添智，2)管可漢/管秀慧 

T 組男單(75-79 歲) 1)謝哲生 2）許順興 3）陳照寶 4) 葉振盛 

T 組男雙(75-79 歲) 1 陳照寶/蘭國立 2)叶奕成/余國汀，3)倪立安/林金鍾，4)李振東/王遠勝 

T 組混雙(75-79 歲) 1) 陳國汉/叶美珍 

U 組男單(80 歲以上) 1）黃欽龍 2）董達昭 



U 組男雙(80 歲以上) 1）黃华勝/陳行清 

45 歲親子組 

1）余振東/余鍵浠 2）何逸峯/何卓騫 3）歐陽文劍/歐陽芷雅 4）連鎮豪/連栩誼(未交)5）陳凱林/陳頌妍 

6）陳志偉/陳淖渝 7）潘錦輝/潘敬常 8）顏敏榕/余樂斌 9）周悅中/方秀瑩 10）Chee Meng Jeen/Chee Yik Shen(馬) 

11）黃靖宇/黃子群 12）黃靖薔/黃子群 13）張達家/張卓謙 14）李海明/李炫彬 15）張小娟/李語菲 

16）陳振偉/陳俊霖 17）陳溢峰/陳偉華 18）方潤林/方凌生 19）尤一新/尤家杰 20）何建忠/何泰和 

21）王大鵬/王正天 22）郭惠儀/梁展悠 23 )梁旭彪/鄧華丹(澳翔) 

50 歲親子組 

1）陳惠儀/梁朗姿 2）司徒浩翔/司徒偉明(東莞)3）邱武文/邱鼎善 4）廖孟林/廖婧梅 5）李卫紅/朱俊威(广分)， 

6 )鄧仕奮/鄧光祖 7 )劉善熹/劉偉澤 8 )呂志暉/呂婥琳 

60 歲親子組 1）陳漢柱/陳言俊 2）黃慶祥/黃天欣 

40 歲夫妻組 1）文笑梅/黃仲鈁 2）甄凱宜/鄭志明 3）黃衛邦/馬慶娟 4）陳炎福/陳潔芬 5）邱覺達/曾慧賢 

50 歲夫妻組 

1）趙振煒/劉欣欣 2）黃志勤/葉暖瑜 3）廖永生/何秀芳 4）黃海棉/戴玉華 5）蘇錦量/周惠芳 6）廖英/梁榮添 

7 )刘偉澤/麥幗儀 8 )羅博文/湛惠瓊 9 )陳天予/梁杏嬋 10)王郁芳/趙國雄 11 )卓貴良/吳慧儀 12)蔡振強/楊绮棉，

13 )蔡宝安/陳巍 

60 歲夫妻組 1）譚桂英/單洋柏 2）廖英/葉榮添 3）林永樂/白少雯 4 )鄧尚嘉/关敬好，5 )莊永祥/戴糯妮 

65 歲夫妻組 1）林偉/謝少珍 

70 歲夫妻組 1）張官元/劉梅英，2 )黃富昌/張宇紅 

100 歲男雙 

1 林炳良/黃奕亭，2 陳淇/何光華，3 李偉/林樹樂，4 司徒偉明/蔡立新(東莞)，5 吳文生/伍耿漢， 

6 曾揮洋/黃旭輝(東莞)，7 陳德鄰/關保賢，8 羅偉堂/陳艷傑，9 包立地/吳達仰，10 繆東/包衛祥， 

11 卓貴良/陳家險(澳翔)，12 張志強/何家富，13 陳應華/嚴超雄，14 張鉅堅/吳培洪，15 倫耀全/吳昌， 

16 何漢雄/蔡振强，17 林松/高百豐，18 林鋼/曾紀文，19 熊州/袁有林(梧州) 

100 歲女雙 

1 何綺文/布明霞，2 吳玉卿/陳培道，3 翁啟蓮/余詠鳴，4 韓曉玲/郑华，5 鄺健姸/吳慧儀(澳翔)，6 石賽金/羅

麗兒，7 王敏/SoYinMei ，8 楊群英/李美玲 

100 歲混雙 

1 潘慧珠/何秀芳，2 羅雪菁/梁冠帶，3 陳少英/江軍，4 江冠/王菁，5 葉盈瑩/薛黨民(東莞)，6 陳榮/劉紅玲(東

莞)，7 梁豐/李衛紅(广分)，8 鄧尚嘉/關敬好，9 曾達樑/黄燕萍，10 謝力/桌東山(深港)，11 吳慧儀/陳家儉(澳

翔)，12 鄧玉燕/陳健榮，13 李文/陳寶寶，14 關國霞/黃展剛(梧州) ，15 楊群英/翁易汎 

110 歲男雙 

1 薛志光/余煜坤，2 廖永生/郝悌，3 鄭佩強/黎達堅，4 梅廣烈/黎永德，5 林建清/鄧慶峯，6 鄧有成/譚瑞麟， 

7Leung Kwok Hung/John Vogel Sang ，8 卜永全/王維嘉，9 彭國球/廖偉(中國) ，10 王家海/陳子傑，11 楊國威

/麥永漢，12 候伯堅/梁國生，13 陳伯祥/孔國旗，14 杜裕堅/陳錦燦(广分) ，15 江志榮/丘勁東(广分) ，16 陳

維納/黄荣傑，17 楊平/陳浪(深港)，18 何振民/羅博文，19 鄭先浩/鍾耀強，20 陳永安/林錦財，21 張小龍/楊運

元，22 譚志仁/李國維，23 周炎文/黄華士，24 梁炳輝/关俊(广中老)，25 丘志君/甘常城(中國) 

110 歲女雙 

1 楊美嫻/袁錦霞，2 張玉蓮/林鳳霜，3 陳潔/何紅，4 梁婉萍/詹楚香，5 張麗容/張潔玲，6 唐惠琳/黄志群，7

周淑嫻/陳玉玲 

110 混雙 

1 薛志光/張潔玲，2 劉兆文/梁婉芝，3 蘭旭峰/譚燕寶，4 梁文裴/黃海棉，5 廖英/梁榮添(東莞) ， 

6 曾揮洋/曾慧文，7 陳立明/馬鴻妹，8 吳偉成/蔡繼紅(广分) ，9 李月蓉/曹國澤(广分) ，10 陳穗民/李佩貞(广



分)，11 鍾思雅/董文杰(中國)，12 曾靜珊/李宇明，13 邓欢勤/徐綺华 

120 歲男雙 1 陳振超/朱雄，2 許章國/徐兆根，3Chan Yan Shun/Man Wai Kin，4 李龍官/余自明，5 林振英/Pang 

Chye Hin，6Bobby/梁子華，7Sumarojo/吳錫光，8 黃天惠/楊國威，9 徐傑民/李志強 

120 歲女雙 1 吳漢凌/吳潔貞，2 付水蓮/葉惠嫦，3 余戴建/吳潔來，4 皮克模/程金鳳 

120 歲混雙 1 呂錦熊/袁熾女，2 陳銳芬/鄧偉權，3 陳永生/陳玉香，4 黃克/刘惠珠，5 倫耀全/楊麗英，6 劉德

联/皮克模，7 趙雄/区丽娟，8 陈安澤/王妙貞(广中老) 

130 歲男雙 1 譚德成/曾洪，2 陳桂庭/朱志衛，3 田純輝/許益仁，4 蔡選操/黃富強，5 馮耀祥/葉乃祖(广中老) ，

6 鄧海章/黃惠華，7 何炳禧/謝渡生，8 劉戶活/陳立明，9 鄒紹彬/羅世雄，10 关国倫/夏显棚(广中老)，11 石德

勝/丘建榮，12 黃國榮/黄光明，  

130 歲女雙 1 勞少珍/林雪梅，2 黎白陽/潘琰熹，3 張照華/朱麗雲，4 鍾美珍/梁瑞妮 

130 歲混雙 

1 魏建輝/莊就英，2 田純輝/蔡瑞香，3 付水蓮/黎程強，4Lim Yow Song/李曼瓊，5Chen Yoon Hing/Poon Sui Han，

6 莫建奇/李蘭敏，7 李元花/Cheong Kam Choi，8 潘小寧/黃惠華，9 吳子祺/林蓮香，10 陳美珍/关国楠，11 欧

玉齐/梁長盛，12 高月好/关国倫(广中老)，13 俞正恪/龍润颜，14 何真賢/譚玉玲， 

140 歲男雙 

1 魏建輝/許順興，2 陳兆光/陳應棠，3 陳康英/陳良任，4 劉敬發/鄧光明，5 戴強華/莊志良，6 何茂才/施賢勇 

140 歲女雙 1）許人參/林蓮香 

140 歲混雙 1）謝哲生/胡雷竹 2）劉甘桐/朱碧蓮 

150 歲混雙 1）曹邁倫/黃鳳嬌 

150 歲男雙 1）李詠棠/陳道和 2）蒙楨/鄭偉廉 3）許金生/陳烽平 4）董達昭/陳裕送 5)黄華勝/司徒奇偉  

6)吳錫光/陳行清 7)鄭達生/陳德炎(老爺車)， 

160 歲男雙: 1 倪立安/鄭炎慈 

200 歲 3 人組 

1）潘小寧/陳兆光/鄧海章 2）陳汶濤/劉炳全/黎碧珊 3）黎白陽/劉啟活/何炳禧 

4）陳良任/朱碧蓮/黃美珍 5）鍾美珍/梁瑞妮/許人參 6)戴強華/黃美嫦/陳長樂(老爺車) 

7) 梁國雄/張宇紅/莊志良(老爺車) 8) 施賢勇/何茂才/蔡琼池(老爺車) 9) 楊添智/欧玉齐/陳振強(老爺車) 

10) 陳安澤/涂棚芳/袁志明(广中老) 11) 黃國榮/陳國漢/葉美珍 

220 歲 3 人组 

1）黃欽龍/劉國財/陳美珍 2）劉甘桐/李詠棠/黃鳳嬌 3 梁生之/陳玉華/朱南生(老爺車) 

4 )叶奕成/黃駿業/陳嬋娘(老爺車) 5 )余國汀/潘建民/管秀慧(老爺車) 6 )譚玉玲/馮康才/石德勝(龍翔) 

7 )馮康才/石德勝?/譚麗雲(龍翔) 8 )黄遠勝/李振東/林玉華(龍翔) 

公開男單 

1 王樹遠，2Ool Swee Khoo(馬) ，3 王乙航，4 梁柏謙，5 董澤明，6 李凱俊，7 任浩思， 

8Worraphol  Thongsanga(FYC) ，9 鐘子健(广分) ，10 李曉榮(广分) ，11 李俊傑，12 陸正一(中國)， 

13 闫润泽(中國)，14 張子穎，15 陳景倫，16 李鷹陽，17 鮑卓槺，18 吳崧杰，19 趙汝森，20 鄭景謙，

21BrysnLowLunPing(馬)，22TehZiYi(馬)， 

公開女單 

1）蔡志嘉 2）區翹知 3）鄺詠雯 4）黃家琳 5）黃瓊慧(中國)  6）陳思(中國)  7)秦金晶(中國)  8 )邹嘉希 

9)楊莉翎 10 )胡樂娸 11 )鄭凱琪 12 )陳沅喬 13 )譚韻 

公開男雙 

1）張天傲/李文泰 2）Chee Yik Shen/Lee Kok Siong(馬)  3）陳俊霖/周傑鋒  4）黃曉峰/黃曉明 

5）Thanaudh Udomsipronkul/ Worraphol Thongsanga (FYC) 6）Pramot Vutichana/ Attipong Kitjanon (FYC) 

7）Pwicnud Assarasakorn/Komsan Kasemsupach (FYC)  8）郭俊言/呂嘉俊 9 )張灵骏/張宇翔(中國)， 



10 )郭昱辰/闫润泽(中國)，11 陆正一/陳天源(中國)，12 黃柏豪/黃梓軒，13 温子澄/潘龍 

公開女雙 

1）胡樂娸/鄭凱琪 2）區翹知/鄺詠雯 3）蘇亮如/冼珞珧 4）招美琪/邵敏儀 5）Ng Tse Ling/Cheung Hui Wai 

6）陳少英/林瑜 7）陳亦淳/張坤鈺 8）劉琳/陳思 9）黃瓊惠/肖嘉 10 )張家嘉/蔡梓蘊 11 )楊莉翎/邹嘉希 12 )鄧

穎彤/鍾蒨儀  

公開混雙 

1）鄧樹衡/楊顏影 2）盧炳添/湯淑慈 3）郭昱辰/肖嘉(中國)  4）張靈駿/劉琳(中國)  5）孫安羽/梁諾 

6 )羅竣僑/蔡穎珈 7 )鄭依翹/黎俊賢 8 )陳建州/譚韻  9 )黃浩昂/江皓怡  10 )關竣匡/鄧穎彤 

非專業男子團體 

 1）The Bestminton :Yan Wai Leung  Kwok Kam Ho …  

2）北風敢死隊 :陳劍思 林廣文 … 

3）九巴羽毛球隊: 李永恒 鄺嘉榮 … 

4）國明一派: 李浩天 趙劍輝 … 

5 ) BD Badminton Team: 何德龍，顧柱亮… 

6）立朱戰隊: 朱偉傑 溫嘉朗 … 

7）敬發羽毛球會: (印尼) Agrippina Primarahmanto, Kenasadi Haryanto .... 

8）澳門馬交體育會: 鄭俊康 趙椿根 … 

9）捕風:  陳智芳 彭樂天 … 

10）上帝叫我來報名隊 :  謝俊傑 陳浚豪  

11）新頁計劃 : 周鎮賢 廖子凌  

12）泰國 FYC : Pramot Yutchana,Alipong Kitjanon....  

13 ) 旭陽隊: 張家毓，何世庆…  

14 ) 澳門翔龍羽毛球 A 隊 : 吳鵬杰，冼華泉…  

15 ) 澳門翔龍羽毛球 B 隊 : 陳振活，梁旭俊… 

16 ) 狙擊 : 李崴雄，梁柏声… 

17 ) 星翔 : 羅嘉賢，李逸… 

18 ) 史達工業:  唐天祐，周景智… 

19 ) 飛燕球會:  林偉松，林恩橋… 

20 ) 翱翔羽毛球會: 温子澄，潘龍… 

21 ) TANG's FAMILY : 鄧浩勤，鄧浩陽… 

22 ) 中山羽联: 林志文，張迁达… 

23 ) Nothing : YungHauSum ,KwokKaLok… 

24 ) ALL IN : TsangNokKi,SiCheukHim… 

25 ) 华人盃广州分会: 伍少榮，谭紹东 

女子團體 

1）羽豬全體: 區翹知 鄺詠雯 … 

2）Friendstar: 歐陽詠愉 梁穎詩 … 

3）捕風 A 隊: 陳少英 林瑜 淡婕 … 

4）捕風 B 隊: 潘曉瑩 梁朗姿 … 

5）華僑大學羽毛球隊: 陳思 劉琳 肖嘉 … 

6 ) 球奇啦 : LamChiYan,LamYuSin,ChengLaiMan… 

7 ) 澳門翔龍羽毛球會: 鄧華丹，鄺欣，周秦… 

8 ) 破風 : 張家嘉，蔡梓蘊，冼珞珧 



 

9 ) 中山羽联 :文泽武，温婕，李盈映…  

10 ) 震昇 : 鄧穎彤，鍾蒨儀，王玉婷… 

專業男子團體 

1）敬發羽毛球會: (印尼) StefanIndruHapsara,RiyantoSubagja ,Forverio Rivaldo.... 

2）華僑大學羽毛球隊: 郭昱辰 張靈駿 張宇翔… 

3）泰國 FYC: Surakit ,Purinud,Tangchaisak .... 

4）馬來西亞（東莞甲壹分會）: 余偉健 余偉駿 周奕昕 … 

5 ) 協友羽毛球會 : 林光毅，魏仁君，楊禮豐… 

6 ) 明羽康泰 :  黄曉鋒，黄曉明，孔韜鈞… 

7 ) 震昇 : 關竣匡，強頌浩，張健和… 

青少年團體 

1) 翱翔羽毛球會 2)廣州傑出羽毛球俱樂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