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ANTOINE GONTIER 江孝錡 吳芷晴 李柏賢 周卓霖 林競松
KHAN FEIROZ 江緯綸 吳俊炫 李洛鍶 周芷因 邱兆晞
REET KAUR MALHI 老駿傑 吳昭穎 李衍楠 周柏希 邱希駿
SEHAS SINGH MALHI 何廷晞 吳柏軒 李倬瑩 周殷妍 侯韋鍵

文巧兒 何旻劻 吳紀楠 李恩晧 周浩禮 姚進迪

文巧晴 何芷晴 吳家澄 李恩樂 周軒朗 姜逸琳

文國豪 何倬鏗 吳善萱 李晉霆 周善齊 施鈞皓

方子晴 何家煒 吳竣瀧 李栢翹 周逸希 洪璟培

方柏然 何展銃 吳鎮希 李浩廉 林一希 胡晞雯

方凱立 何悅然 呂浚麒 李翊宏 林日希 胡毅朗

方凱南 何珞瑤 呂焯朗 李凱盈 林佑迅 范肖鈴

王力嶠 何梓樂 呂穎軒 李景嵐 林卓立 范翊喬

王子怡 何梓潁 宋旻熹 李嘉駿 林欣俞 孫樂軒

王永樂 何博文 岑諾晞 李睿雪 林俊言 徐浚禧

王妤 何瑞昇 李心瑜 李慕晴 林俊琛 徐梓軒

王思棋 何嘉俊 李文華 李曉朗 林俙諺 徐梓齊

王家朗 何嘉婷 李弘樂 李澤鉉 林思言 徐博文

王梓澄 何鎧瑤 李永琛 李穎晞 林柏曦 徐嘉航

王景恒 佘卓軒 李宏毅 杜天恩 林珀宇 徐嘉駿

王澤衡 余子敬 李沛蒑 杜孝賢 林祉穎 徐熙然

王麗婷 余念潼 李佩珊 杜翱琛 林倬匡 徐樂文

古樂頌 余柏誠 李佩然 沈珈鋐 林家昊 翁暐庭

司徒耀彤 余祉瑩 李卓軒 沈樹森 林家珊 翁暐軒

甘怡 余紀言 李卓樺 車曉滔 林朗言 翁灝兒

任書瑤 余家諾 李卓謙 阮昊彥 林雋森 袁可芯

任梓軒 余栢翹 李承希 阮昊喆 林槺 袁敖庭

任曉悠 余銳燊 李承翰 冼高鋒 林穎希 袁嘉茵

伍恩孝 吳天約 李炘蕎 周子焜 林錦濤 袁諾芹

朱瑋賢 吳心饒 李思瑤 周子雄 林靜詩 郝日瑤

朱肇風 吳沛儒 李昱輝 周宇軒 林駿耀 馬梓灝

朱穎澄 吳泓一 李柏澄 周希桐 林懷謙 馬誠駿

   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星章公開考試(一、二、三星章) - 合格名單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圓洲角體育館 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中午12時15分至下午7時

【一星章合格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馬瞻熙 張稀䂴 梁皓軒 陳志穎 陳穎臻 馮梓荍

高子淳 張稀嵐 梁雅勛 陳汶蔚 陳靜 馮琬淇

高子韻 張紫翎 梁雅皓 陳卓儀 陳鍵行 馮詩揚

高巧晴 張菲 梁樂軒 陳卓賢 陳韜文 馮睿哲

高彥晉 張逸朗 梁樂喬 陳卓賢 陳鵬妮 黃于紋

高栯汶 張煦琳 梁曉琳 陳承舜 陸朗峰 黃子頤

高曼澄 張墊均 梁穎芯 陳表業 麥珈烯 黃天信

高深 張墊銥 梁穎朗 陳冠穎 麥珏萱 黃日怡

高曉瑩 張曉風 梁諾軒 陳祈碩 麥曼嬅 黃日朗

區兆天 張熹晴 梅芷櫻 陳朗然 傅天藍 黃永信

區兆晴 張灌豐 畢晉搴 陳浩仁 傅丞璋 黃玄昊

區哲銘 曹晉 莊澤朗 陳偉杰 傅煒喬 黃旭禾

區海晴 曹海迪 莫恩臨 陳敏晴 傅煒舜 黃芷韻

區凱陽 曹皓廷 許子軒 陳梓瑤 彭尚哲 黃冠霖

崔卓楠 曹皓璡 許永軒 陳淑言 彭振喬 黃宥豪

張子晴 曹綽丞 許恩蕎 陳凱彤 彭敬日 黃柏銳

張文浩 梁子晴 許誠浚 陳凱瑩 彭靖喬 黃洛宜

張立弢 梁子僖 許誠浠 陳斯翱 彭霏兒 黃洛俊

張守芊 梁子謙 許爾廷 陳詠恩 彭聲 黃恩悅

張守約 梁巧盈 連凱琳 陳瑋諾 曾宏信 黃梓頌

張卓楠 梁正宇 連曉霞 陳詩雅 曾志輝 黃梓翹

張家謙 梁正諺 郭其哲 陳嘉琳 曾芷茵 黃喆

張庭榛 梁芷瑤 郭倩瑜 陳嘉禧 曾培杰 黃尊羲

張殷睿 梁首政 陳子柔 陳嘉翹 曾凱彤 黃雅穎

張浠桐 梁栢維 陳子蕎 陳熙玥 曾鈺婷 黃雅騫

張崇熙 梁海情 陳子耀 陳睿銘 曾潔穎 黃愷霖

張淳熙 梁祐邦 陳心祈 陳綺廷 温思源 黃敬恆

張晴朗 梁茵淇 陳亦宏 陳樂晴 游翱朗 黃敬嚴

張焯喬 梁凱淇 陳君睿 陳澍楠 湯晉光 黃煒然

張皓程 梁善霖 陳希桐 陳鞍僑 程巧嵐 黃諾恆

張皓雅 梁智森 陳志姸 陳曉朗 賀焮傑 黃諾詩

【一星章合格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續)

圓洲角體育館 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中午12時15分至下午7時

   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星章公開考試(一、二、三星章) - 合格名單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黃禮 廖珈慧 潘梓謙 盧柏溍 羅若嵐

黃耀羲 廖梓澄 蔡天晴 盧慧兒 羅浚彥

黃耀興 廖德正 蔡梓朗 盧懿晴 羅啟業

黑政皓 廖錦浚 蔡善行 蕭世穎 羅凱軒

楊可遊 熊傑文 蔡樂怡 蕭梓庭 譚文亙

楊宇熙 蒙銳軒 衛配祺 賴千千 譚曉盈

楊泓智 趙尚哲 鄧子瑜 賴釗皙 譚鴻浚

楊苑泳 趙偉彤 鄧浩霖 賴臻臻 關幸萍

楊朗昕 趙雪瑩 鄧敬業 駱晉文 嚴芓蕎

楊曼婧 趙樂晴 鄭宇翔 龍泳杰 蘇卓莛

楊傑凱 劉見希 鄭沛嘉 龍泳滔 蘇卓蕎

楊凱晴 劉卓峰 鄭宗翰 應倩文 蘇尚志

楊濼衡 劉卓嵐 鄭彥朗 戴子軒 蘇浩鋒

楊濼曦 劉昊彥 鄭梓聰 戴心賢 蘇穎恩

楊瀚嵐 劉星琳 鄭雅方 戴卓宏

萬雅雯 劉柏滔 鄭愷瀅 謝沁妤

葉巧晴 劉衍樂 鄭裕聰 謝維聰

葉本蕎 劉書文 鄭道寧 謝樂鶱

葉卓仁 劉栢言 黎子立 鍾珈蔚

葉玥彤 劉梓灝 黎子謙 鍾紫彤

葉朗賢 劉善言 黎名峯 鍾逸心

葉綽悠 劉詩暐 黎旨翹 鍾逸朗

詹信望 劉靖瑤 黎芷攸 鍾懌琛

詹信諾 劉霈璁 黎苡軍 鍾濋橋

鄒旻諾 劉穎桐 黎根訪 簡苓津

鄒柏晞 劉縕樺 黎舒嫚 藍文昕

雷司烺 歐陽子雅 黎嘉翔 鄺珈瑤

雷杰恆 歐陽浩鐫 黎曉霖 鄺樂兒

雷芬詠 潘心悅 黎鎧榮 羅子浩

雷傑斯 潘卓翹 盧卓燊 羅柏鴻

廖卓佑 潘晞同 盧政言 羅津孚

【一星章合格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續)

圓洲角體育館 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中午12時15分至下午7時

   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星章公開考試(一、二、三星章) - 合格名單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方晞琳 胡子駿 陳曉晴 蔡睿琪 關嘉賢

王子翀 胡晉喬 麥栢瑜 蔡蕙如 嚴凱琳

王星揚 郁潁筠 曾卓翹 蔡蕙蕎 嚴瑾

王琳鈺 馬允軒 曾展宏 鄧任桐

王皓楓 馬天朗 曾詩雅 鄧浩言

石梓淇 馬汶蔚 黃芷嫣 鄧善渝

石凱淇 馬晞雅 黃敏心 鄭卓泓

伍沛嘉 高朗呈 黃凱澤 鄭展洋

江芓慧 張子軒 黃湕溍 鄭澤恩

何迦賢 張俊謙 黃愷童 鄭澤智

何頌文 張柏言 黃穎心 鄭澤慧

何榮昊 張智嘉 楊岱霖 魯智朗

何綽瑩 梁日峰 楊浩維 黎子樂

何曉兒 梁家恩 楊樂軒 黎若藍

吳浩俊 梁啟謙 楊樂婷 盧正灝

吳詠賢 梁僑恩 楊鎭源 盧帥燐

吳溥劻 梁嚴尹 溫國行 盧建邦

吳綽琳 梁灝程 葉一臻 盧祉充

呂倩瑜 梁灝翹 葉承志 盧羿衡

巫泳賢 莊曉楠 鄒嘉熙 蕭戩樂

李承俊 許堯楓 廖浚軒 錢子浩

李芯弦 郭子熙 廖晞言 謝添信

李采霖 郭家明 甄浩森 謝添望

李咨樂 郭健兒 蒙嘉樂 謝傲正

李施齊 陳子希 趙海澄 鍾沅喬

李朗賢 陳心怡 趙靄欣 鍾嘉喬

杜卓朗 陳政毅 劉安渟 鍾嘉藍

阮羨斯 陳恩霖 劉沛霖 叢以晴

林希屏 陳啓康 劉洪成 叢以蕎

林溢翹 陳雅妍 劉博賢 顏鴻博

林翱 陳曉彤 練志杰 羅雨晴

【二星章合格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圓洲角體育館 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中午12時15分至下午7時

   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星章公開考試(一、二、三星章) - 合格名單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于辰昊 林銘峯 陳羲雯 鄧丞皓

王萃楓 邱悅 陳諾延 黎凱晴

朱學欣 邱浩洋 陸詠榆 戴皓謙

吳沁妍 施俊華 麥浩彥 謝沛熹

吳卓賢 洪焌彥 麥綺琪 謝珈晉

吳晧智 香鎮健 彭祉儒 鍾宇中

吳景哲 馬敏桉 曾嘉莉 鍾卓穎

吳嘉瑜 梁民熹 温凱然 鍾嘉曦

吳謦廷 梁焯然 黃芷琳 鄺展晴

吳灝鋒 梁皓 黃敏熙 顏曉晴

宋梓軒 梁逸嵐 黃靖宇 羅昊鋒

李卓謙 梁樂希 黃靖蕎 羅康妍

李昊澧 莊皓怡 黃樑政 羅瑋兒

李浠彤 郭冠行 黃寶漳 譚澄

李睿曦 郭柱毅 黃酈蘹

李樂兒 陳子俊 楊家瑜

杜彥澄 陳柏均 楊逸朗

狄紀頴 陳衍丞 萬家裕

狄倬宏 陳峻熙 葉比達

肖琪軒 陳朗軒 葉嘉謙

周海宏 陳煒星 鄒尹晴

周軒淳 陳葭榆 鄒昊成

林恩宇 陳穎心 蔡希愉

林琛蓓 陳穎姿 蔡恩祈

附註：

1. 無論考生合格與否，考試成績通知書將於考試後兩星期內，以郵寄方式通知。

2. 考試合格者可填妥「申請購買星章及證書表格」購買由香港羽毛球總會發出的星章徽章乙枚

    和證書乙張(費用港幣$35 元) ，以作紀念。

3. 如考生於考試後一個月內仍未收到考試成績通知書或申請購買星章及證書表格，

    請致電本會2504 8318 查詢。

圓洲角體育館 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中午12時15分至下午7時

【三星章合格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星章公開考試(一、二、三星章) - 合格名單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