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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中西區
香港公園體育館
(電話: 2521 5072)

上環體育館
(電話: 2853 2574)

班號

學員姓名

HKP1

鄭沛然、姚晉、劉家銘、張政言、楊樂恩、楊樂熙、
阮卓朗、楊卓維、陳睿韜、陳依琳、林葦軒、馬浚峰、
曾柏橋、余溢正、李永晴、楊鈞博、禹宗鎧、吳浩天、
洪葆晴、鄭博文、林享綿、譚偉延、李俊賢、李俊德

SW2

劉朝升、張巧晴、麥曦桐、楊惠淇、許晞琳、杜萌婕、
袁逸杉、袁德寶、姚培琳、姚培駿、周樂嬈、周宏哲、
陳文謙、徐熙澤、蔡兆曦、傅承障、黎智恩、劉浚飛、
郭叡澍、朱雋謙、簡蔚桐、袁嘉禧、曾卓健、陳恩桐

JR1

黃洛瑤、黃洛伊、區瑋琳、陳永欣、周奕樂、彭鼎祺、
許誌銘、楊陸依、周渝心、周子煒、蔡鉫澄、蔡芷晴、
周文賢、潘浩綸

JR2

吳卓晉、黎穎詩、關楚穎、梁溥林、洪子喬、許凱研、
葉康喬、陳穎彤、陳俊諾、劉泳晴、蔡欣彤、李逸之、
溫凱翹、溫凱嵐

CW1

郭思哲、黃靜敏、丘嘉謙、李汶澔、陳彥浲、黃翔朗、
廖博匡、陳哲雅、陳風霆、黃珮嘉、朱承熙、余泓希、
吳丞軒、朱芷欣、馮曉蔚、張載霖、吳卓珩、吳翊珩、
區富竣、林晞姸、朱嘉蒨、余泳、簡潤楠、許心瑜

CW2

郭晞晴、林昀延、蔡欣希、譚朸烔、唐望文、張富翔、
何柏謙、李語晴、馬穎姿、黃倩桐、蘇立翹、區懌雋

IE1

余曉琳、鄧敬儒、王翱泓、徐嘉璠、黎信樂、關楚燁、
林志謙、陳睿謙、林恩正、蘇思潔、蘇柏榮、李祉霖、
吉浩信、黃逸熙、李嘉怡、譚靖晞、劉彥翀、李衍穎

IE2

蔡鎧鏇、黃晉浩、房露夢、何煦、李沛庭、李沛玲、
朱曉彤、陳曉樹、夏頌謙、周凱晴、刁天悅、吳晞彤、
黃梓晴、周鈞濠、李文博、關楚穎、張玥澄、魯芷瀅

ZIE3

陳 晞、姚志榮、黃綽琳、陳梓睿、肖昱辰、馮立康、
羅仲剛、居愷欣、李希悅、洗啟軒、曾皓楠、魯梓曜、
譚雅文、陳詠婷、戴正廷、劉宛澄、謝卓諾、謝卓桐

ZIE4

陳日牽、黃綽銘、韋添望、韋天愛、周澤希、周希晉、
馮乙翹、勞雋謙、李卓翰、梁景從、李芍藍、林賢昊、
吉儆朗、黎卓盈、郭浚朗、鄒尹晴、孫予萱、何卓弦

東區

渣華道體育館
(電話: 2516 9415)

柴灣體育館
(電話: 2897 9144)

港島東體育館
(電話: 2151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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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東區

班號

學員姓名

ZSSW3

陳沛榛、吳叡晴、施貝兒、劉梓晴、王俊彥、張昊晴、
黃睿朗、黎兆銘、梁逸曦、梁匡澄、容浩然、容浩鋒、
陳軍睿、范忱游、何卓蕎、吳允恩、吳彥希、陳見鑫、
江說勤、梁宗泰、于辰昊、霍晞朗、王廷皓、黃雍舜

ZSSW4

郭柏堯、郭浩桓、郭卓藍、陳卓然、陳卓盈、鍾銘琛、
鍾敬琛、陳皚晅、林子盈、陳梓聰、鄺思哲、林欣泉、
梁匡賢、周柏丞、容浩軒、吳愷文、范墨飛、盧灼知、
陳沐恩、楊凝睿、徐浚禧、李恩晴、陳諾行、李郎賢

HR1

劉芯明、劉芷杲、尤苡藍、羅希嵐、潘力銘、鄺宣澤、
蔡子豐、梁曉嵐、李光政、謝心翹、王延皓、黃文謙、
王樂晞、胡曉牧、王柏熙、張嘉朗、陳靖、簡大琛、
梁司蓁、陳卓天、吳凱烽、莫浚碩、譚靄伊、何恩圖

ZHR3

洪子博、林炎羲、陳詠恩、蘇弘晉、薛玥杉、梁政博、
馬曉俊、鐘一亮、周家樂、陳信諾、陳敬樂、伍忻翹、
何程皓、顏詠霈、陳紹惟、蔡定衡、蔡汶滈、葉卓謙、
李思蔚、李佩蔚、何逸朗、李佩然、吳宇翹、李慕晴

ZHR4

方凱立、陳熙文、關詠妍、蔡泓博、尹鎧霖、梁嘉浩、
李旻修、邱啓義、何銘軒、盧溢揚、關星炫、陳健斌、
陳健睿、王樂晴、刁丞軒、王銘希、王紫瑤、廖雋一、
陶奕苧、陶奕辰、陳暉鵬、陳暉泰、祝愷輝、祝泲蘊

HC1

馬伊騰、余子健、高君圖、傅焯楠、蔡建熙、羅嘉泳、
郭主言、陳心瑜、梁樂榆、丁翊弘、朱杍霖、霍頌霖、
河昊澤、關朗澄

KC2

梁綽文、余尚澄、繆汶殷、謝學堯、江曉怡、周哲立、
王晞彤、張爾匡、袁蒨、黃靖曈、劉顯柔、黎穎芝、
黎穎熹、楊鈞堯、楊舜熹、鍾伽朗、黃駿軒、王萃楓、
馬逸涵、梁頌敏、梁頌欣、沈卓晞、沈柏聰、羅文軒

SL1

黃竣民、藍懿臻、潘銘熙、鄭伊嵐、陳曉蘭、徐欣鴻、
陳雅叡、蕭樂嬈、陸朗僑、馮樂瑤、林臻、劉逸晞、
列子瑤、列逸渢

SL2

陳奕樺、陳鈞博、陳尚志、劉柏源、唐健朗、吳愷晞、
吳愷晴、李寶盈、黃嘉慧、黃嘉文、謝穎婷、司徒俊軒、
李思嵐、李卓博

小西灣體育館
(電話: 3427 3121)

灣仔區

港灣道體育館
(電話: 2827 9684)

九龍城區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電話: 2827 9684)

九龍城體育館
(電話: 2716 1007)

觀 塘 區

順利邨體育館
(電話: 2951 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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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深水埗區
保安道體育館
(電話: 2729 4237)

班號

學員姓名

POR1

林瑋淇、李綽悠、李沚峯、區晉銘、區翠琪、潘昕彤、
張思哲、梁景晞、陳可翹、曾曉晴、蔡梓毅、羅天藍、
蔡雅樂、黃皓哲、吳翹因、王心寧、樊海昕、江樂心、
陳皓政、羅卓睿、陳奕嘉、黎俊宏、區穎萳、何頌謙

CSW1

楊征衢、吳坤奇、林思睿、易康權、張稀堯、翟曉童、
劉子翹、劉英照、蔡偉灝、湯恩仲、古諾霖、霍浩正、
李臻霖、高子滺

CSW2

陳梓熙、林瑋恩、李泰然、盧天正、陳翰林、杜芯晴、
李銘彬、凌蔚嵐、陳懿詠、盧天朗、林可翹、廖倬穎

ZPHS3

蘆爾裔、古辛翹、古承雋、蘆爾琪、莊承志、陸柏熹、
蔡安博、梁雅棠、雷靜怡、關啓謙、劉曜輝、陳樂林、
李昊峰、陳芷喬、梁傲謙、陳嘉喬、彭呈懿、李泯鋒、
秦曉雯、陳敬熙、李雍婷、梁嘉妍、黃雋睿、劉誠駿

ZPHS4

黃悅曈、周海宏、何冠聰、余凱澄、邱穎傑、李理、
麥嘉浩、吳諾謙、陳進諭、陳韻捷、許家瑜、陳皚澄、
陳晉熙、黃聞灝

NSW1

龔子唯、龔子淳、黃凱琳、劉庭曦、朱珈諾、鄺恩瑤、
梁嚞、葉子晴、姚鞏嵐、鄺琛喬、楊朗蕎、鄺芓薴、
梁紫惠、梁永昊

NSW2

梁聶、周麗莎、嚴巧桐、游善晴、蘇駿林、周浚賢、
黃子榮、陳栩軒、陳詩言、楊庭熹、伍卓唯、冼汶錡、
張栢瑜、張栢僖

FYS1

李芷熔、余思衡、周希敏、吳卓恩、吳卓恆、蘇駿樂、
蔡柏沂、李簡、黃駿然、伍家晴、郭海晴、陳子朗、
胡曉希、馮詩浠、黃祉昊、吳芊貝、秦心盈、尹卓嵐

FYS2

梁政科、李思霖、陳善、黃楚翹、龍詠晞、余嘉裕、
胡朗晴、蘇慧倫、陳翹碩、劉柏希、林樂知、方子維 、
陳卓言、張信欣、鍾晉、蔣思晞、王靖嘉、吳啟豪

長沙灣體育館
(電話: 2741 7287)

北河街體育館
(電話: 2729 1010)

黃大仙區

牛池灣體育館
(電話: 2327 4915)

油尖旺區

花園街體育館
(電話: 2395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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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油尖旺區

班號

學員姓名

KP1

林煥之、陸苡婷、繆穗烽、林浩德、范棲梧、陳昊辰、
范若希、林僖恩、張樂文、陳永諺、陳懿晴、沈天諾、
陳柏熙、陳柏妍、鄺日熙、黎穎君、何祖安、吳柏賢、
曾綽翹、曾裕翹、謝縉瑤、駱晉弘、王彥澤、陳晉賢

KP2

黃焮瞳、余恩彤、何仲軒、繆穗希、盧若妤、黃焮萳、
何卓珈、馬旻誠、Mannat Khicha、何鏈熹、任穎嵐、
任穎蕎、黃尚賢、張梓軒

ZKP3

劉樂妍、劉昊謙、陳晉霆、湛諾瑤、王統民、邱正皓、
艾莎、劉卓諾、蘇紫悠、張伊晴、陳霆謙、梁靖嵐、
陳禵昕、羅晞瑜、田靖、關煒琪、卓子軒、周澤熙、
尹家聰、周庭萱、張嘉欣、黃涴浠、李沛琳、黃宥豪

ZKP4

陳晞彤、何耀中、何詠齡、陳思妍、吳卓賢、麥芷桐、
杭敬諾、廖倍傑、馬澔洋、陳晉宏、張曉陽、梁巧穎、
盧梓和、劉英鍵、陸華翰、鄧永浚、何倬齡、陳雋德、
林卓珈、陳泓毅、陳諾瑤、李樂永、Diyaansha Mehta、
Anaisha Malay Shah

LK1

羅皓臻、司徒兆峰、林皚澄、楊文博、吳芷恩、楊欣松、
陳芷喬、陳嘉喬、張曉萱、黃元治、張博文、陳頌文、
木村惠美、木村悠荷子、劉曉藍、陳芍羽、袁瓏珍、
張芷瑄、方智熙、吳卓琳、李俊樂、邱煜林、邱曉澄
林心悅

LK2

羅浠愉、王健朗、周律正、陳頌朗、梁穎哲、李錦銘、
葉智欣、李柏澄、李柏嶠、區靄褀、盧可澄、潘美臻、
張禮齊、岑永聰

PWR1

鄧子瑜、鄧欣蕎、鄧漢庭、黎子僖、林珮瑩、李柏禧、
胡樂霞、張柏渝、李溢賢、楊詠淇、曹羽嫻、江睿謙、
范衍、吳日言

PWR2

李天樂、王華獻、趙文樂、施展洋、張正禧、張諾桐、
許雪盈、程文康、梁瑞恆、練浩景、高璇晶、區弘籲、
李珀毅、趙予澄

九龍公園體育館
(電話: 2724 3120)

葵青區

荔景體育館
(電話: 2744 5678)

北區

保榮路體育館
(電話: 2639 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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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西貢區

班號

ZHH3
坑口體育館
(電話: 2623 5928)
ZHH4

TKL1
調景嶺體育館
(電話: 2481 5033)
TKL2

學員姓名
曾頒恩、鄭丞竣、蔡喜兒、鄒愷淳、張心祈、程曉嵐、
鄭以晴、林希柔、劉樂言、劉樂澄、林御朗、朱泳璇、
褚韻清、陳樂言、陳鳴朗、陳沅翹、成俊羲、謝縉樂、
鄭曉勤、蔣卓言、林浚諺、賴旻謙、李梓駿、黃銘謙
曾仲賢、鄭頒曦、伍博軒、石璟禎、謝子賢、程朗恒、
何文熙、劉靖達、羅昊鋒、郝日瑤、鄒愷鋒、袁兆盈、
魏彥采、曾浚澔、吳柏希、林裕軒、蔡蔚然、車曉滔、
劉殷榳、譚嘉諾、黎皓文、黃愷晴、陳康賢、李駿
鐘心玥、梁政晞、馬凱維、郝日濤、蘇紀筠、吳芷盈、
張思捷、林子熹、司徒苑盈、王諾謙、文立信、周胤賢、
何珞琳、馬詩晴、楊奇諾、江凱灃、劉希敏、李汶檉、
黃炯曈、盧樂倫、盧樂聞、龍蔚婷、龍蔚淇、羅梓軒
盧靖軒、梁政謙、陳旻萱、鄧映蕎、馮皓一、吳卓林、
林瑋彤、林玥彤、甘怡、葉旭東、李沛蒑、蕭海寧、
吳浠哲、吳綽瑤、黎詠心、游承熹、林文愷、陳柏希、
陳鈴鈴、陳瓏瓏、劉家亨、張心悅、馮朗晉、王卓然

沙田區
HK1

鄧子越、鄧子逸、張悠芯、伍晞睿、洪于婷、羅芍一、
李啟駿、劉于僑、朱樂賢、張緯諾、蔡泳彤、蔡泳君、
鄭以樂、周殷彤、張皓傑、馮天臨、林雅晞、周梓晴

HK2

劉皓禮、李啟諾、吳展輝、任浚晞、關卓堯、郭芷萱、
梁煒灝、鄭浩泓、陳衍橋、李泓德、高佩君、紀凱澄、
李樂盈、馮希來

顯徑體育館
(電話: 2605 8407)

YCK1

YCK2
圓洲角體育館
(電話: 2509 9108)
ZYCK3

ZYCK4

畢梓諾、莊日朗、陳凱浚、彭樂謙、林浩恩、莫浠晴、
莫晞琳、何汶熹、葉卓霖、李泳儀、黃旻顥、黃昊晴、
黃灝晢、鍾栢曜、施心朗、林展毅、曾煦、李浚逸、
羅旨堯、溫焯生、葉巧瞳、葉讚恩、湯穎妍、譚珈晞
蔡柏霖、呂盼蔚、潘希彤、黎焯蕎、施凱琪、關文懷、
關文琛、林其謙、羅旨媛、李浚一、謝俊謙、伍俊軒、
周知行、韓騏蔚、黎尚穎、何彥楠、袁天信、林錠邦、
蔡子淇、聶若非、聶若芊、林譽、鄭意婷、姚舜一
張樂誠、李季孺、葉紀柔、曾梓嫚、湛雯淇、湛城睿、
曾蔚婷、黃詩晴、陳悅朗、周樂知、黃一澍、黃力翹、
陳卓賢、方惟、周懿德、方若桐、陳以碩、殷紫悠、
梁也謙、李芷言、張樂宜、余柏賢、劉仲朗、林珀宇
招芯悅、林峻賢、郭熙彤、葉凱澄、梁逸滔、林浩澄、
彭樂兒、范宏峰、陳海賢、葉柏喬、林紹熹、呂倩瑜、
王睿、林澤鋒、林以湛、傅秀澄、溫柏謙、梁世鈴、
郭柔、袁浩畯、袁浩搴、陳卓杰、劉卓峰、張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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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

.

2021 青少年羽毛球推展計劃 - 取錄名單
訓練地點
荃灣區
楊屋道體育館
(電話: 2415 4445)

班號

學員姓名

ZYUR3

唐梓朗、朱承泰、馬愷晴、鍾曉陽、江子謙、余長熙、
黎倬銘、黃茽祺、陳禮治、梁柏狄、李彥鋒、趙鎧楓、
余樂悠、池嶶賢、劉愷琳、黃忻曈、周子舜、袁啟軒、
李欣淇、張禮心、黃天翊、張凱程、吳靜怡、吳靜琪

TWW1

陳恩灝、許珏亨、柳明昕、陸羿宏、陳毅、麥紫晴、
俆宇心、謝潔堯、馮心俞、潘卓軒、李思言、潘柏文、
何柏賢、麥焯嵐、黃彥熹、黃彥智、陳思朗、余卓熹、
周仁毅、張逸朗、黃子睿、廖敬恆、盛元燊、謝森陶

TWW2

吳思浵、吳思睿、李澤鉉、潘柏行、朱旨聰、沈一言、
周仁芊、周仁昕、黃康雋、古仲言、古亦言、譚安晴、
朱納萱、徐煒林、梁淳昕、胡鈺恒

ZTSW3

袁柏曦、林穎璇、陳昕嵐、郭縉皓、余承羲、梁子朗、
李珀喬、梁穎芊、岑俊言、麥焯堯、梁樂晴、陳裕潾、
蘇恩浩、梁瑋健、毛泓杰、黃凱婷、汪家立、賴詩琪、
唐筠雅、鍾安蕎、陳卓謙、陳浩霆、程子珊、何雅嵐

ZTSW4

黃裕希、張浩霖、劉泳姿、梁均誥、江一、李皓廉、
劉俊熙、劉倬霖、龔珈瑩、李俊琦、毛柏軒、關子韜、
葉家宇、沈昕穎、葉承澤、湯子謙、王汶軒、曾從心、
楊思妍、賴悅兒、鄧語晞、鄧樂怡

PSTSW1

何銘言、何銘恩、黃梓媃、江梓鋭、鄔俊熹、韋卓言、
陳襄兒、陳可懿、黎曉晴、何一心、陳希旻、江汶鍇、
李唯盼、曾朗程、錢子揚、李烙鋌、鄧俊澤、郭丞罡、
吳日希、韓明臻、胡琪烽、方霆樂、梁家睿、區衍渝

PSTSW2

張凱琳、司徒朗彤、張仁傑、黃芷晴、黃喻朗、李柏燐、
陶泆希、司徒健朗、林苡臻、廖叡、黎曉蔚

荃灣西約體育館
(電話: 2412 0904)

元朗區

天水圍體育館
(電話: 2446 4778)

屏山天水圍體育館
(電話: 2350 9455)

鳳琴街體育館
(電話: 2475 2334)

FKS1

麥希朗、吳柏希、藍浩琳、譚燁、朱栢年、文政康、
林彥豪、梁家恩、吳思澄、黃子搴、關兆廷、梁樂天、
文政康、陶思佑、魏彥泓、陶衍璁、陳樂軒

*所有已於 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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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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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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