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屆國慶盃象棋賽 

報名名單至 10 月 1 日 

 

  姓名 參賽組別 學校 

1 王暢尉 大專組 香港大學 

2 關家亮 大專組 香港中文大學 

3 梁民樂 大專組 香港公開大學 

4 黃雲清 大專組 香港公開大學 

5 孔謙信 大專組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6 黃義為 大專組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 

7 梁東君 大專組 香港理工大學 

8 何洛夫 大專組 珠海學院 

1 王文杰 高中組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2 洪映雪 高中組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3 郭俊楓 高中組 金文泰中學 

4 余冠聰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5 游展峰 高中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6 張暐康 高中組 聖文德書院 

7 馮家俊 高中組 德信中學 

1 王鑫淼 初中組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2 李梓暉 初中組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3 陳力行 初中組 民生書院 

4 陳力俊 初中組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5 周鼎浩 初中組 培僑書院 

6 莊智棕 初中組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7 蔡逸縉 初中組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8 羅澤鋒 初中組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9 江劭源 初中組 喇沙書院 

10 江德信 初中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 

11 黃子謙 初中組 聖若瑟英文書院 

12 鄧景壕 初中組 聖貞德中學 

13 梁浩琛 初中組 聖類斯中學 

14 梁啟憧 初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1 尹兆京 高小組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 何子諾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3 蘇律齊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4 陳雋霖 高小組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5 李信韜 高小組 北角衛理小學 

6 黎智謙 高小組 北角衛理小學 



7 林致遠 高小組 白普理基金循理會循理小學 

8 王業燊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9 李銘浩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0 曾隽栢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1 黃之鉅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2 雷景丞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3 劉兆希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4 鄭志坤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5 鍾逸嵐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6 翁諾恒 高小組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17 馬卓安 高小組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18 古敬詩 高小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19 容心玥 高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20 梁紀亨 高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21 黃瑞豐 高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22 錢宗延 高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23 林天禮 高小組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24 林秉曦 高小組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25 曾翱隼 高小組 喇沙小學 

26 田曜霖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27 鄧浩維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28 譚瑋俊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29 黃天朗 高小組 寶血會思源學校 

1 陳灝琛 初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2 楊梓延 初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3 黃柏熙 初小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4 黃濼維 初小組 元朗官立小學 

5 王栩逸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6 江洛賢 初小組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7 李嘉豪 初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8 陳明慧 初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9 黃銘志 初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0 劉 燊 初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11 古敬謙 初小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12 蕭敬翹 初小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13 吳諾行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14 程顯承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15 鄧安傑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16 馮雋傑 初小組 喇沙小學 



17 馮文彬 初小組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18 梁瑋軒 初小組 聖公會將軍澳基徳小學 

19 李展翱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20 鄭嘉祐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21 鄭嘉鏗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22 區晉熙 初小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23 陳嚞一 初小組 聖保羅書院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