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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體育節 2022 少年分齡劍擊賽 

商務發展盃 

入選名單 

 
花劍男子 7-8 名單 

張毅鋒 黃俊棋 施樂仁 張一迅 溫庭琛 司徒研佑 文晉熙 莊潔銘 江柏熹 

李梓豪 黃諾彤 周霈淳 黃品然 周雋琋 關焯言 梁浩朗 歐陽澔泓 楊奕寬 

葉柏灝 鄧浚佑 陳奕希 張靖 吳日嵐 麥田琛 文鑫博 黃力維 鄧灝泓 

吳俊熹 丘卓飛 歐祖懿 陳翰霆 陳梓喬 倪一朗 陳曉朗 李銘希 賴駿賢 

陳逸朗 何鎮滔 林顯朗 康梓雯 陳建希 文焯昕 馬仕傑 雷栢熹 施震灝 

朱建曍 甄和天 陳睿鏗 黎劻諺 陳栢希 楊朗翹 李鎮浠 鄧壹俊 

關漞嚞 吳日翹 馮晏彬 陳朗翹 李駿樂 朱瀚霖 陳璈軒 劉泰宏 

關以淳 陳衍誠 洪柏睿 奚嘉罧 林辰瀚 林智賢 張恩碩 李浩洋 

李朗熙 鄭名皓 姚伽翰 陳毅宏 鄭卓唯 鄘珈嶠 楊承憲 劉俊廷 

 

花劍男子 9-10 名單 

梁禮善 余爵年 林洛銚 馬詠嵐 楊浩 袁懿舜 李坤輿 彭靖舜 許栢昊 

呂樂賢 吳劻豫 周正楠 李庭昊 盧卓希 陸思進 關梓言 張政鎬 高展博 

譚梓顥 伍卓言 黃晞洛 楊承熙 謝卓烙 勞考庭 杜樂文 汪澔霆 錢柏言 

崔承竣 康王致晟 陳以諾 梁睿謙 曾柏迪 廖柏喬 唐熙堯 黃啟朗 王楚生 

許漢峰 陳浩華 馬一正 梁俊賢 李子游 梁衍齊 馬浚宬 劉君諾 羅明德 

姚以舜 吳禮正 屈灝政 黃丞熹 馬梓銘 周晋陽 霍智傑 梁爾心 錢皜 

 

花劍男子 11-12 名單 

鄭博熙 林以謙 林卓賢 鄘柏玄 謝岸延 梁裔正 關佳煌 陳昊浚 

黃焯禧 魏子洵 霍梓堯 羅天悅 謝卓廷 梁燁軒 韋逸嵐 吳智誠 

譚皓程 蘇樂軒 蘇卓謙 梁哲遠 李卓霖 涂嘉豪 余逸朗 王恆睿 

高卓業 張梓峰 鄭峻晞 程曦 黃畯宥 黃睿庭 李柏睿 伍逸晉 

 

花劍女子 7-8 名單 

倉琋喬 蔡雷 關卓瀅 羅朗月 黃皓雪 梁曉晴 盧芷葇 吳芍妍 

倉琋愛 黃衍悠 甄曈 王俙嵐 許靜悅 鍾懿 陳曉晴 宋鎧廷 

張佳瀅 蘇逸衡 吳咏妍 周恩在 鈕智孝 余可濚 歐可澄 方紫霖 

鍾沛穎 周姸晞 蘇童 吳沚澄 鍾卓欣 梁睿辰 鄭媛 吳俙誼 

 

 

 



花劍女子 9-10 名單 

姚以琳 范珮琳 趙玥晴 陳訢諾 李靖沂 衛家喬 歐陽雅煣 陳欣怡 李家悅 

關止傜 黃海晴 馬婥僖 方梓柔 江卓翎 衛家凝 葉綺甯 歐曉澄 宋卓熹 

林洛佟 吳予嫣 何亦雅 盧詩雅 梁茵嵐 張倩瑜 王心悠 譚海嵐 李浠汶 

郭晉彤 周恩丞 謝珮翹 李衍妤 黃雪盈 陳欣然 黃舒榆 

 

花劍女子 11-12 名單 

黃愷程 勞考恩 司徒妍哲 呂倩沁 陳沅圻 林逴姿 鄭卓嵐 彭鎧澄 

楊子言 吳彥澄 何嘉蓁 周羨桐 陳殷希 金芷因 蔣愛婷 

梁臻翹 楊稀雯 唐晞殷 文銥澄 劉衍慧 盧貝瑜 黃詠琳 

 

男子重劍 9-10 名單 

王俊龍 許善焯 李康潾 江卓迪 梁亦翹 梁樂輝 姚宗鈺 許諾 

楊睿祺 林梓盛 梁尚智 梁力文 楊泓浩 李晉宇 何昱熹 陳栢熙 

梁爽 林達文 張皓晉 鄧智朗 陳名寬 謝肇熙 劉卓謙 

 

男子重劍 11-12 名單 

梁晉樂 練軒宇 陳岳希 林丞韜 曾浩哲 程迦熙 

陳學至 廖日朗 林子翹 徐啟堯 陳梓軒 馬靖泓 

李樂陶 方梓陽 林頌謙 徐煜杭 劉弘毅 

 

女子重劍 9-10 名單 

黎曉琳 鍾昊霖 戴希妍 徐傲悠 李喻心 

黃可蕎 鄧子瀛 黃敏熙 趙希澄 林雪晴 

盧卓嵐 李伊晴 王靖瑜 李采恩 莊詠昕 

 

女子重劍 11-12 名單 

李懿穎 羅朗嘉 梁安芯 施璟旑 黃容 

 

男子佩劍 11-12 名單 

歐珞懿 張嵐 張朗程 陳韋熹 余頌曦 胡耀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