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中銀香港全港羽毛球錦標賽  
BOCHK Hong Kong Annual Badminton Championships 2018 

 

  成  績    Result    
截至 2018 年 7 月 9 日 

組  別 Division 冠軍 Champion 亞軍 1st Runner-up 季軍  2nd Runner-up 

高級組男子單打 
Senior Division 
Men’s Singles 

伍家朗 對 黃永棋 鄧凱傑 李卓耀 

高級組女子單打 
Senior Division 

Women’s Singles 
鄧旋 對 葉姵延 張雁宜 張櫻美 

高級組男子雙打 
Senior Division 
Men’s Doubles 

李晉熙 / 柯展聰 對 李卓耀 / 陳延澤 張德正 / 楊銘諾 麥喜俊 / 李俊禮 

高級組女子雙打 
Senior Division 

Women’s Doubles 
吳詠瑢 / 楊雅婷 對 袁倩瀅 / 吳芷柔 梁悅儀 / 張櫻美 梁詩樂 / 楊霈霖 

高級組混合雙打 
Senior Division 
Mixed Doubles 

鄧俊文 / 謝影雪 對 張德正 / 吳詠瑢 麥喜俊 / 楊雅婷 楊禮豐 / 李詠梅 

中級組男子單打 
Intermediate Division 

Men’s Singles 
高城熙 龐立仁 郭俊謙 周星偉 

中級組女子單打 
Intermediate Division 

Women’s Singles 
丁紀游 陳梓祺 廖灝恩 鄭善恩 

中級組男子雙打 
Intermediate Division 

Men’s Doubles 
周景智 / 黃嘉朗 張仲輝 / 林鎛渢 林湋鍩 / 李俊禮 鄧灝軒 / 鄧浩陽 

中級組女子雙打 
Intermediate Division 

Women’s Doubles 
曾曉昕 / 呂樂樂 陳梓祺 / 黃泳珊 鄧灝琳 / 林雪庭 簡穎琛 / 陳藝蓉 

中級組混合雙打 
Intermediate Division 

Mixed Doubles 
關竣匡 / 鄧穎彤 黃文萱 / 鄧文俊 彭懷姿 / 林政逸 袁柏灝 / 黃泳珊 

初級組男子單打 
Junior Division 
 Men’s Singles 

黃慶朗 陳尚聰 王澈 梁韋藍 

初級組女子單打 
Junior Division 

 Women’s Singles 
楊善喬 鄒嘉希 張諾怡 吳梓程 

初級組男子雙打 
Junior Division 
 Men’s Doubles 

蔡浚軒 / 李展翹 葛祖寧 / 張俊豪 黎兆佳 / 葉浚鏗 劉俊希 / 董澤明 

初級組女子雙打 
Junior Division 

 Women’s Doubles 
丁紀游 / 吳梓程 汪曉茵 / 黃儷盈 馬頌恩 / 吳朗而 羅凱琳 / 曾悅晴 

初級組混合雙打 
Junior Division 
Mixed Doubles 

鄧浩勤 / 袁樂孜 吳崧杰 / 關卓瑩 陳建州 / 譚韵 龐立勤 / 周肇筠 

35 歲或以上組男子單打 
Aged 35 or above  

Men’s Singles 
梁威利 胡雋生 劉志維 方定全 

35 歲或以上組女子單打 
Aged 35 or above  
Women’s Singles 

陳靜 李小慧 何穎詩 吳鳳珍 

35 歲或以上組男子雙打 
Aged 35 or above  
Men’s Doubles 

羅博文 / 魏仁君 梁威利 / 陳子健 曾海峰 / 張仲輝 中村祐樹 / 寺田雅弘 

35 歲或以上組女子雙打 
Aged 35 or above  
Women’s Doubles 

朱政藝 / 何穎詩 李詠梅 / 黃文靜 吳梓茵 / 徐婉婷 尤娜麗 / 徐子芝 

35 歲或以上組混合雙打 
Aged 35 or above  
Mixed Doubles 

馬子為 / 黃冰冰 吳柏求 / 倪映華 方定全 / 梁敏軒 李偉恩 / 洪心心 

45 歲或以上組男子單打 
Aged 45 or above  

Men’s Singles 
鍾武 岑偉明 Wahjudi Aldi 洪杉 

45 歲或以上組女子單打 
Aged 45 or above  
Women’s Singles 

陳愛彌 余愛珠 金繼紅 黎寶慶 

45 歲或以上組男子雙打 
Aged 45 or above  
Men’s Doubles 

魏文輝 / 鄭昱閔 黃峻 / 李斌 劉朝忠 / 馬國豪 林鋼 / 簡樹強 

45 歲或以上組女子雙打 
Aged 45 or above  
Women’s Doubles 

金繼紅 / 林瑞春 黃荻 / 王慧文 陳少英 / 林瑜 翁永冰 / 莫麗儀 

45 歲或以上組混合雙打 
Aged 45 or above  
Mixed Doubles 

李斌 / 陳愛彌 黃國華 / 倪映華 余愛珠 / 簡樹強 黃雪儀 / 林鋼 

 



 

55 歲或以上組男子單打 
Aged 55 or above  

Men’s Singles 
吳光棋 李立群 劉偉亮 劉全佳 

55 歲或以上組男子雙打 
Aged 55 or above  
Men’s Doubles 

薛偉強 / 馮盈華 陳振超 / 潘輝洪 鍾寧 / 鄭漢柱 許章國 / 徐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