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象棋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２０１５年全港中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報名名單至11月8日 

 

  姓名 組別 學校 

1 伍錦祥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2 李恩誠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3 林翀揮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4 邱鈞奕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5 張家銘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6 陳希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7 鄭彥翹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8 謝百鎌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9 孔伶潮 初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10 司徒中自 初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11 林震淇 初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12 張海逸 初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13 湯可揚 初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14 羅雋騫 初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15 丘暘 (越級) 初中組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16 蘇律齊 (越級) 初中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17 王鑫淼 初中組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18 李梓暉 初中組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19 張凱翔 初中組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0 冼承希 高中組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21 陳伽明 高中組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22 黃天洛 高中組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23 葉志倫 高中組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24 謝耀龍 高中組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25 陳力行 初中組 民生書院 

26 李卓安 初中組 伊利沙伯中學 

27 黄美鳳 女子組 伊利沙伯中學 

28 葉芷欣 女子組 伊利沙伯中學 

29 鄭晞晴 女子組 伊利沙伯中學 

30 何冠榮 初中組 沙田官立中學 

31 麥顥庭 初中組 沙田官立中學 

32 尹希朗 初中組 沙田崇真中學 

33 任志燊 初中組 沙田崇真中學 

34 陳弘望 初中組 沙田崇真中學 

35 何斯祺 女子組 拔萃女書院 



36 簡柏軒 初中組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37 陳浚傑 高中組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38 羅樂言 高中組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39 梁樂熙 高中組 金文泰中學 

40 郭俊楓 高中組 金文泰中學 

41 高搌宏 高中組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42 劉家豪 高中組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43 陳咏儀 女子組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44 馮嘉謙 高中組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45 翁諾恒  (越級) 初中組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46 蔡偉雄 初中組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47 梁俊威 高中組 皇仁舊生會中學 

48 陳嘉熙 高中組 皇仁舊生會中學 

49 黃家泓 高中組 皇仁舊生會中學 

50 陳梓聰 高中組 英皇書院 

51 甄以恆 高中組 英皇書院 

52 劉振聰 高中組 英皇書院 

53 林尚熹 初中組 英皇書院 

54 莊友靖 初中組 迦密中學 

55 丘晗 初中組 迦密柏雨中学 

56 古敬詩 (越級) 女子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57 陳君澤 高中組 香島中學 

58 黃震鏗 高中組 香島中學 

59 溫正號 高中組 香島中學 

60 鄭毓文 高中組 香島中學 

61 黎梓煊 初中組 香島中學 

62 李澤宜 女子組 香島中學 

63 胡珮儒 女子組 香島中學 

64 丁啟中 高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65 洪臻 高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66 孫景賢 高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67 莊謙成 高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68 陳煒聰 高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69 蔡雲翔 高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0 蕭卓堯 高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1 沈運成 初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2 馬嘉慶 初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3 張浚維 初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4 張毓喬 初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5 麥浩然 初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6 黃晉傑 初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7 黃梓維 初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8 黎子揚 初中組 香港華仁書院 



79 龎以立 初中組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80 關玉麟 初中組 培僑中學 

81 莊智棕 (越級) 高中組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82 林秉曦  (越級) 初中組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83 游展峰 高中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84 朱恩賢 高中組 張祝珊英文中學 

85 王子睿 初中組 張祝珊英文中學 

86 吳泓棋 初中組 張祝珊英文中學 

87 侯敬賢 初中組 張祝珊英文中學 

88 張葆晉 初中組 張祝珊英文中學 

89 陳業明 初中組 張祝珊英文中學 

90 陳煒東 初中組 張祝珊英文中學 

91 何炎光 初中組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92 蔡逸縉 初中組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93 羅澤鋒 初中組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94 黃定康 高中組 喇沙書院 

95 錢向榮 初中組 循道中學 

96 李旭森 初中組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97 李冠儒 初中組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98 黃康全 初中組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99 黃富東 初中組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100 李曉明 高中組 景嶺書院 

101 許頌軒 初中組 景嶺書院 

102 曾梓樂 初中組 景嶺書院 

103 黃普篷 初中組 景嶺書院 

104 蔡瑋恆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105 黎翰霖 初中組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106 鄧浩維 (越級) 初中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07 張暐康 高中組 聖文德書院 

108 吳嘉龍 高中組 聖言中學 

109 吳澤禧 高中組 聖言中學 

110 林永青 高中組 聖言中學 

111 馬維亮 高中組 聖言中學 

112 張森斌 高中組 聖言中學 

113 陳達賢 高中組 聖言中學 

114 曾學斌 高中組 聖言中學 

115 甄崢嶸 高中組 聖言中學 

116 張浩揮 初中組 聖言中學 

117 廖子豐 初中組 聖言中學 

118 關毅博 初中組 聖言中學 

119 江德信 初中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 

120 許栢淮 初中組 聖保羅書院 

121 黃子謙 初中組 聖約瑟英文書院 



122 劉卓賢 高中組 聖類斯中學 

123 蔡澤豐 高中組 聖類斯中學 

124 鄧運誼 高中組 聖類斯中學 

125 鍾澤墉 高中組 聖類斯中學 

126 張煜滇 初中組 聖類斯中學 

127 梁浩琛 初中組 聖類斯中學 

128 陳希爾 初中組 聖類斯中學 

129 何冠橋 高中組 寧波公學 

130 何健鵬 高中組 寧波公學 

131 孫浚軒 初中組 寧波公學 

132 高浩桓 高中組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133 周建邦 高中組 德信中學 

134 馮家俊 高中組 德信中學 

135 梁啟憧 初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136 何樹明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137 馮進興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138 黃偉豪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139 胡文迪 初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140 陳偉業 初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