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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班號  學員姓名  

中西區   

上環體育館 

(電話: 2853 2574) 

SW1 
馬永鏵 葉霖豐 是天麒 鄺裕晴 徐嘉緣 蔡昕言 王詩媛 

洪偲瑜 李崇熙 肖昱辰 胡馨妍 鄧悅言 潘力銘 許樂行 

SW2 
梁竣森 麥善晉 黃令軒 洪宇彤 彭鼎祺 陳靖 林澔江 

丁皓山 李穎悠 洪靖晴 何昕穎 胡希彤 駱霖 鄺裕翀 

香港公園體育館 

(電話: 2521 5072) 

ZHKP3 
梁家尚 陳見鑫 劉昊謙 陳梓睿 饒子樂 周晉逸 朱震峰 

黃洛瑤 龐天賦 鄭阡穎 何楷俊 萬晞妍 梁梓皓 鄺姿恒 

ZHKP4 
萬浚希 鄧立言 劉潤芊 潘予晴 陳翀 馮皓政 譚子天 

譚紫喬 梁子翹 鄭穎澄 龐天澤 黃洛伊 鄺思哲 干子霖 

九龍城區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電話: 2827 9684) 

HC1 
羅敬堯 王頌昕 陳泳霖 李奕琪 盧正浩 謝蘊知 俞君澔 

黃姿錡 張珈敏 何子晴 黃希琳 伍盈僖 鍾語晴 梁芷菲 

HC2 

羅柏皓 蘇駿樂 李文舜 黃姿霖 廖孜 袁浩文 王孜業 

黃靖曈 王子萱 何家尚 娜薇雅 陳琬姿 溫悅蕎 

De Rosa Tristan 

觀 塘 區   

藍田南體育館 

(電話: 2379 9254) 

ZLTS3 
吳晧藍 陳卓暉 孫家悅 周梓晴 胡竣然 黃晴 黃文熙  

馮梓瑩 鍾咏桐 鄒政軒 蘇望祥 李晉禮 呂咏霖 陳致燊 

ZLTS4 
王涴錡 吳晧智 郭洛瑋 李沛蒑 何安朗 何誠朗 溫凱翹 

溫凱嵐 蕭寶儀 李子超 朱祟禮 盧雋文 陳致愷 呂俊渝 

順利邨體育館 

(電話: 2951 4136) 

SL1 
潘子諾 潘芷瑩 陳璟泓 許名鋒 梁溢恆 周楚瑩 黃譯熙 

黃文韜 張民韜 張宇翹 黃沛珊 劉高朗 周灝賢 唐若嫣 

SL2 
馬希妤 何日彤 陳穎姿 陳俊宇 姚樂知 伍思治 梁孝賢 

李向欣 李允禧 連悅 吳子康 莊涵允 莊璦慈 莊璦睿 

深水埗區   

保安道體育館 

(電話: 2729 4237) 

ZPOR3 

陳栢彤 黃梓軒 張禮心 練易和 張稀堯 李守正 林思睿 

Max Liechti 林瑋淇 王晞欣 盧天朗 林思瀚 

Dayalan Youvarj Dharunan 黃奕霏 

ZPOR4 

吳栢添 陳晞彤 羅淳恩 劉佳鑫 張敬浩 黃雋斐 李珀琛 

姚楚涵 郝明宇 莊承志 Shubh Malik 劉曜輝 劉柏濂 

陳翰林 

POR1 
李駿霆 李佩儀 張皓堯 邱焯堯 方凱琳 魏鈺雯 劉以行 

張貝兒 潘瀚弘 彭琬婷 陳傲之 陳傲瀅 蕭悅昕 潘芷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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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班號  學員姓名  

黃大仙區   

摩士公園體育館 

(電話: 2326 2207) 

MP1 

郭珈嘉 馬賞怡 陳樂希 譚賀升 陶柏仁 陶穎琳 陶穎希 

張辰伊 陳凱旋 陳穎哲 關心兒 林浩德 趙尚錕 陳梓樂 

李逸楠 潘婧琪 尹智軒 鍾沚妍 凌可藍 李頌衡 郭昕玥 

郭卓然 吳焯盈 尹智民 

MP2 

郭芓慧 洪天朗 陳曦霖 吳敏茜 何子傑 倫浩棕 付莘妤 

吳鈺鍵 莊曜希 張諾衡 陳耀祈 李耀光 勞柏錤 黃晉軒 

薛皓升 邱佩鈞 黃梓淇 馮卓楷 王嘉傑 羅旨堯 

彩虹道羽毛球中心 

(電話: 2326 2517) 

ZCHR3 

李焯堯 陳孜朗 胡梓俊 林子豪 馮閱琛 黃梓頌 楊芯怡 

王嘉浩 梁均淘 張貝頤 李家寶 謝柏祺 潘浩綸 陳澤 

馬威廉 梁皆上 莊日朗 蔡梓毅 何寧熹 葉晉霖 關止傜 

詹鎧瀅 沈語喬 陳孝堯 

ZCHR4 

高正霖 冼毅憲 張子軒 譚樂堯 李承希 陳鈞博 徐雍然 

陳樂鈞 王喆 蘇家樂 蘇曉東 陸柏熹 蕭溢朗 黃琛茹 

周海宏 王晴 陳健睿 張熙彤 李明欣 黃家衛 張文龍 

李彥宏 伍芷蔚 梁紫瑩 

牛池灣體育館 

(電話: 2327 4915) 
NCW1 

鄧施溢 蒙柏綸 陳曉曈 高琪涵 馮柏晧 楊逸曦 劉俊軒 

郭愷 李柏禧 洪寶堯 劉庭曦 呂罡燁 張朗慇 江思咅 

葵青區   

青衣體育館 

(電話: 2495 4631) 

TY1 
潘希桐 文玥喬 鄭海彤 楊昕子 劉愉豐 李嘉欣 李嘉慧 

楊紫晴 何昱熹 鄺律深 陳依珞 趙祖晞 郭晴頤 李俊熹 

TY2 
郭子琳 鄭晉泓 胡梓桐 陳禧珞 黎貝希 柯舒蘭 張睿熙 

梁諾晞 黃悅嘉 郭衍揚 鍾漪蕎 蔡日喬 黃稚琳 董浩佳 

ZTY3 
胡治昊 陳宥維 陳宥蓁 陳樂霖 陳樂沂 張嘉豪 殷子瑄 

張華恩 陳宥丞 程朗 梁海嵐 方鈺婷 方舜民 梁桓㬢 

北區   

龍琛路體育館 

(電話: 2673 4433) LSA1 
蔡梓毅 黎子僖 伍芷穎 王熹琳 羅心悠 馮可楠 劉宇軒 

張泳彤 陳柏麟 鄭皓謙 樊心柔 閔澤慧 

保榮路體育館 

(電話: 2639 2979) 
ZPWR3 

林子軒 許頌旋 張定智 張定雅 陳子善 李衍蔓 江睿謙 

楊詠淇 黃梓棋 林芷澄 黃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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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班號  學員姓名  

沙田區   

顯徑體育館 

(電話: 2605 8407) 

HK1 

黃逸謙 謝宥嘉 李采瑩 趙熹琳 黃心玥 許孝朗 梁庭軒 

周子淇 李奕賢 楊曉諾 張信溢 張信熹 盧希妍 陳其樂 

劉健希 劉健朗 王沛禧 王沛盈 

HK2 

林隽宸 李季孺 鄧仁孚 何建樂 李悅欣 江帆   黎焯蕎 

程晴   張心朗 鄧曉駿 李稀僮 譚欣穎 范芷銣 林嘉希 

馮浩倫 陳睿熙 陳睿澄 楊芷芯 

西貢區   

坑口體育館 

(電話: 2623 5928) 

HH1 
勞考庭 袁承軒 伍靖琪 邱柏瑩 黃建誠 陳正峰 李姿 

陳㦡   吳熙桐 王純熙 林御朗 林達文 勞婥淇  

HH2 
勞考恩 郭誠澤 梁逸楓 陳浩朗 李昉翹 李卓楠 鄭以晴 

倪致萱 林文愷 梁証康 林裕軒 庚靖鈞 謝卓珈 胡熙諾 

調景嶺體育館 

(電話: 2481 5033) 

ZTKL3 
黎睿熹 傅詠渝 李玥彤 王一諾 王一茗 謝縉樂 謝縉瑤 

周懿德 郭明鑑 譚舜予 郭皓成 郭皓坤 林倬希 潘穎欣 

ZTKL4 
張思捷 李若兮 林貝喬 柯卓夆 方弈元 梁政晞 梁政謙 

陳心悠 陳巧悠 鍾霆軒 潘城熙 方瀚德 魏彥采 黃銘謙 

TKL1 
梁顥曦 李易臻 羅向然 李俊熹 徐婧茵 董乙霖 黃詠 

郭靜淘 莫文雅 龔樂翹 吳敏喬 廖珈盈 趙景鋒 趙景堯 

TKL2 
徐婧彤 楊周易 吳臻 陳巧悠 陳心悠 龔樂兒 劉諾謙 

段粲麟 吳其勵 李衍儒 黎翠瑩 方俊希 陳曦兒 羅卓藍 

元朗區   

天水圍體育館 

(電話: 2446 4778) 

TSW1 
鍾迦月 陳信煒 陳晁賢 黃海晨 黃子俊 黃靖航 陳澤銘 

林彥豪 羅政洭 蔡焯丞 彭紹瑋 韓璐 譚喆 唐茲詠 

TSW2 
鍾迦琳 彭煦諾 韓昊 陳詠詩 鄭栩溢 黃溪晨 梁景軒 

陳泳嘉 余俊彥 

ZTSW3 
夏預晉 柳藹恒 吳柏希 唐譽津 陳海鋒 陳頌汶 林晧朗 

曾日謙 劉佳凝 劉凱莉 柳凱恒 蔡旨晴 高嘉保 陳煒澄 

ZTSW4 
曾從心 樊啓昊 何靖蕾 劉心然 朱栢年 唐詠千 夏預晴 

黃凱婷 余承羲 何厚進 葉玉潤 許絡琋 廖叡 鍾卓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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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元朗區   

天水圍體育館 

(電話: 2446 4778) 

TSW1 
鍾迦月 陳信煒 陳晁賢 黃海晨 黃子俊 黃靖航 陳澤銘 

林彥豪 羅政洭 蔡焯丞 彭紹瑋 韓璐 譚喆 唐茲詠 

TSW2 
鍾迦琳 彭煦諾 韓昊 陳詠詩 鄭栩溢 黃溪晨 梁景軒 

陳泳嘉 余俊彥 

ZTSW3 
夏預晉 柳藹恒 吳柏希 唐譽津 陳海鋒 陳頌汶 林晧朗 

曾日謙 劉佳凝 劉凱莉 柳凱恒 蔡旨晴 高嘉保 陳煒澄 

ZTSW4 
曾從心 樊啓昊 何靖蕾 劉心然 朱栢年 唐詠千 夏預晴 

黃凱婷 余承羲 何厚進 葉玉潤 許絡琋 廖叡 鍾卓軒 

荃灣區   

荃灣體育館 

(電話: 2392 9570) 

TW1 

潘卓軒 潘琸縈 劉粲言 陳頌橋 陳毅熹 林柏廸 梁天穎 

楊嘉敏 黎懿樂 趙梓誠 黃雋騰 區偉俊 張曉萱 陳卓喬 

梁雁甯 王安日 黃卓禧 盧俊銘 羅鍏舜 潘緻軒 

Khushi Choudhary 陳希悅 李梓萱 何嘉瀅 

TW2 
伍時希 梁子灝 塗梓傑 華苡希 區煒琳 劉鑒媼 何嘉晉 

黃進峰 陳萱容 霍浩正 羅鍏匡 林佑龍 林佑達 張天渝 

荃灣西約體育館 

(電話: 2412 0904) 

ZTWW3 

余可悅 謝潔堯 洪依琳 楊梓誠 譚安進 李智文 李智健 

張希賢 陳毅謙 陳凱晴 曾仲朗 麥焯嵐 徐綜希 胡浩賢 

梁愷欐 彭塱茵 梁斯晴 蔡銘恩 蔡永侑 吳祈燊 鄒順瑩 

曾康祐 方智熙 蕭睿宸 

ZTWW4 

區梓琳 陳政亨 梁柏狄 單千航 單千恒 何宗誠 楊琪琳 

沈栢聰 沈卓晞 吳卓琳 吳錦悅 陳志建 陳志禧 李思㬢 

謝琛塋 葉惠鋒 梁淳昕 王廷熙 周子舜 關卓堯 黃皓晴 

張栢僖 羅天藍 李俊樂 

屯門區   

良田體育館 

（電話: 2497 1594） 
LT1 

楊智甯 朱晉寧 王卓翹 蔡晉康 黃子朗 黎耀森 黎敏鈺 

古恩藉 梁浩峯 顧樂希 何樂賢 吳子瑜 鄧俊澤 李穎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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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班    

北河街體育館 

(電話: 2729 1010) 

*花園街體育館 

(電話: 2395 1501) 

ZSP3 

張世航 黃知行 劉珮熙 林千瑜 劉銘燿 劉枷慧 陳禮信 

陳禮暉 梁麗妍 馮心穎 劉誠駿 劉誠澤 羅存希 梁葆盈 

李璟彤 錢巧遊 劉卓灆 

長發體育館 

(電話: 2433 5886) 

青衣體育館 

(電話: 2495 4631) 

ZCF3 

何浩言 楊景森 楊沛澄 黃琋笉 梁天晴 張芷澄 黃茽祺 

張肇晴 汪家立 史恩言 蕭海迪 梁溢朗 黃靖攸 張可凝 

黃浩鉦 趙浩然 岑柏朗 陳諾謙 

楊屋道體育館 

(電話: 2415 4445) 
ZYUR3 

陳溍謙 李文軒 林天成 林天圓 劉愷琳 麥喻凱 李彥鋒 

李彥澄 何睿軒 劉嘉悅 胡依嵐 陳正君 劉卓熙 衛詠彤 

 

 

*所有已於 6月23日或之前遞交報名表的參加者，無論取錄與否，本會 

都會於 6月29日起以書面形式通知取錄結果。如參加者於開課前一 

星期仍未接獲任何通知，必須致電 2504 8318與本會查詢。 

 

<參加者的申請一經接納，報名費用恕不退回及學位不能轉讓。 > 

                 主辦機構:                                  .           .資助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