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象棋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2014年全港小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總報名名單至 11 月 1 日  (120 人) 

 

No. 姓名 參賽組別 學校 

1 尹兆京 初小組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 丘暘 高小組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3 楊梓延 初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4 何子諾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5 蘇律齊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6 陳雋霖 高小組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7 黎智謙 初小組 北角衛理小學 

8 馮文彬 初小組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9 吳思翰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0 吳敬言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1 楊昆庭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2 劉易希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3 劉思恆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4 劉思朗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5 姚梓朗 高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6 陳力行 高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7 陸政言 高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8 彭浚 高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19 曾溶榕 女子組 佛教志蓮小學 

20 鍾逸嵐 女子組 佛教志蓮小學 

21 王業燊 初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22 黃之鉅 初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23 溫曉峰 初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24 雷景丞 初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25 王鑫淼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26 李銘浩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27 林暐軒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28 陳鈞傑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29 曾隽栢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30 曾梓樂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31 雷傑楠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32 劉兆希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33 鄭志坤 高小組 佛教志蓮小學 



34 陳文俊 初小組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35 江博洋 高小組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36 陳文傑 高小組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37 蔡偉雄 高小組 秀明小學 

38 李旻諾 高小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39 郭嘉倫 高小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40 謝子鋒 高小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41 陸昊霖 高小組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42 冼日林 高小組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43 談澤成 高小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44 羅雋騫 高小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45 何泳鋒 高小組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46 翁諾恒 初小組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47 吴崇曦  高小組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48 康以正 高小組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49 梁倬康 高小組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50 朱汶謙 高小組 英華小學 

51 古敬詩 女子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52 古敬謙 初小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53 陳倩嵐 女子組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54 葉家豪 初小組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55 阮國皓 高小組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56 梁舜堯 高小組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57 陳詠欣 女子組 香港培正小學 

58 黃樂弦 女子組 香港培正小學 

59 何兆焯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0 吳日朗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1 吳諾行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2 林瑋昇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3 梁鈞皓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4 陳子祺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5 陳希朗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6 高兆廷 高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7 莫嘉浩 高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8 陳子賢 高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69 楊信行 高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70 楊歷行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71 林天禮 高小組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72 游尚軒 高小組 香港嘉諾撒學校 

73 江劭源 高小組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74 游達森 初小組 般咸道官立小學 

75 鍾之行 高小組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76 商展博 高小組 軒尼詩道官立下午小學 

77 梁逸楓 高小組 馬頭涌官立小學 

78 莊友靖 高小組 馬頭涌官立小學 

79 茹梓誠 高小組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80 黃昊謙 高小組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81 林秉曦 高小組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82 成立賢 初小組 喇沙小學 

83 周元昊 初小組 喇沙小學 

84 張力言 初小組 喇沙小學 

85 連鈺軒 初小組 喇沙小學 

86 馮雋傑 初小組 喇沙小學 

87 蘇浩瑋 初小組 喇沙小學 

88 王國晉 高小組 喇沙小學 

89 沈君成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0 邢益楊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1 周鼎浩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2 周熙堯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3 林浚濠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4 許雋熹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5 陳梓傑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6 曾翱隼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7 楊卓爾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8 駱卓賢 高小組 喇沙小學 

99 劉俊樂 初小組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100 何循舜 高小組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101 郭嘉明 高小組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102 溫世傑 高小組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103 鄭鍵翔 高小組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104 周宥安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05 鄭珈祐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06 譚瑋俊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07 田曜霖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08 周其寬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09 鄧浩維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10 謝穡謙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11 梁啟憧 高小組 聖安多尼學校 

112 王智宏 初小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113 區晉熙 初小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114 萬浩霖 初小組 聖保羅書院小學 

115 萬浩朗 高小組 聖保羅書院小學 

116 鍾學仁 高小組 聖若瑟小學 

117 梁韶桓 初小組 滬江小學 



118 陳君朗 初小組 滬江小學 

119 黃天朗 高小組 寶血會思源學校 

120 卜瀚喬 初小組 靈光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