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各校代表自行核對以下的參賽資料。如發現任何錯漏，請於22/3前與本學院職員聯絡。

由於是次比賽經已截止報名，故本學院將不會接受任何增加/減少/更改參賽球員。

註冊球員狀況是根據2018年3月9日或之前已登記為2018年度香港乒乓總會註冊球員名單作準。

雙打賽事，將以雙打電腦排名榜積分決定種子次序；若參賽組合未列於雙打電腦排名榜上，則以每對報名球員的個人電腦排名榜積分平均值計算。

如於備註欄顯示以下的訊息，請盡快與本學院職員聯絡跟進。

1. 支票錯抬頭 / 欠支票

2. 身份證號碼有錯漏

 請以電郵: mabelliu@hktta.org.hk/ 傳真: 2838 9233，提交該球員正確的資料。

19/3/2018 11:56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球員姓名1 狀況1 個人積分1 球員姓名2 狀況2 個人積分2 雙打榜積分
積分平均值

(非註冊組合)
本組合積分 備註

GS001 聖保羅男女中學 黃曦樂 註冊球員 255 陳樂恩 註冊球員 167 187 187

GS003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洪千婷 非註冊球員 凌穎瑤 非註冊球員

GS004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馬晞如 註冊球員 5 游蕙嘉 非註冊球員 3 3

GS005 協恩中學 歐陽美絃 註冊球員 767 林樂恩 註冊球員 429 527 527

GS006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陳思瑤 非註冊球員 蔡嘉穎 非註冊球員

GS007 嘉諾撒書院 嚴芷祈 非註冊球員 陳靖桐 非註冊球員

GS011 中華基金中學 王妍臻 註冊球員 171 王妍曦 註冊球員 284 197 197

GS012 嘉諾撒聖心書院 馮杏潼 非註冊球員 陸善如 註冊球員 7 4 4

GS016 真光女書院 李昕羡 非註冊球員 郭穎恩 非註冊球員

GS017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徐雪儀 非註冊球員 李幗玟 註冊球員 0 0 0

GS019 趙聿修紀念中學 羅卓姿 註冊球員 46 練子筠 註冊球員 84 31 31

GS020 中聖書院 鄭慧祈 非註冊球員 李蘊嵐 非註冊球員

GS026 聖保祿中學 朱希蕎 註冊球員 194 楊珈澄 註冊球員 55 0 0

GS027 福建中學 (觀塘) 黎思樺 註冊球員 17 蘇文曦 註冊球員 5 14 14

GS028 荃灣官立中學 陳穎恩 非註冊球員 郭可名 非註冊球員

GS031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張豐翹 非註冊球員 麥珮榆 註冊球員 12 6 6

GS035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尹家昕 非註冊球員 陳鎧怡 非註冊球員

GS037 聖嘉勒女書院 周佩汶 非註冊球員 蘇文慧 非註冊球員

GS043 賽馬會體藝中學 蔡善同 註冊球員 65 劉穎蕎 註冊球員 29 47 47

GS044 皇仁舊生會中學 黃珮嘉 非註冊球員 樊綺琳 非註冊球員

GS046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吳芷筠 非註冊球員 何妍 非註冊球員

GS047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黎愛藍 非註冊球員 黎恩同 非註冊球員

GS049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可穎 非註冊球員 何藹洳 非註冊球員

女子中學組雙打

所有2018年香港乒乓總會註冊球員，必須自行在報名表填寫正確註冊球員號碼，才可獲安排按其排名榜積分編排種子。

 請補交正確支票，正確的支票抬頭應為「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請於支票背面寫上所屬學校名稱及聯絡資料，於3月22日前寄交本學院。

2018恒生學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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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51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潘曉樂 註冊球員 45 潘曉悠 註冊球員 155 0 0

GS052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何敏寶 非註冊球員 李倩桐 非註冊球員

GS058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陳熹緩 非註冊球員 唐苡翹 非註冊球員

GS062 拔萃女書院 陳曉嵐 註冊球員 231 許煒 註冊球員 553 392 392

GS065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何思潼 註冊球員 67 黃令希 註冊球員 11 39 39

GS06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中學部)曾慧心 非註冊球員 廖顥雅 非註冊球員

GS069 德望學校 邱沛霖 註冊球員 183 蕭予寧 註冊球員 89 136 136

GS073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鏡妃 非註冊球員 劉芷靖 非註冊球員

GS088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巫婼如 非註冊球員 羅欣禧 註冊球員 0 0 0

GS090 將軍澳香島中學 謝銘施 註冊球員 278 林婧彤 註冊球員 32 274 274

GS092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張凱金 註冊球員 0 源敏希 非註冊球員 0 0

GS103 沙田崇真中學 李芷雅 註冊球員 74 李懷昕 非註冊球員 37 37

GS106 香港真光中學 楊曼晴 非註冊球員 呂芷晴 非註冊球員

GS109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潘穎芝 非註冊球員 黃懷萱 註冊球員 62 31 31

GS089 華英中學 鄭泳欣 非註冊球員 王嘉娸 非註冊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