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屆元朗象棋比賽

比賽日期：2018年11月11日  (元朗大會堂)

報名名單 (11月9日更新)(依筆畫排序)

小學組 中學組 公開組

1 小學組 王天朗 1 中學組 王海琳 1 公開組 孔謙信

2 小學組 江洛賢 2 中學組 朱羽揚 2 公開組 王智韋

3 小學組 何梓謙 3 中學組 何子諾 3 公開組 王鴻銘

4 小學組 吳偉楠 4 中學組 余旨叡 4 公開組 何澄波

5 小學組 李展翱 5 中學組 吳思恒 5 公開組 呂偉達

6 小學組 周業博 6 中學組 吳熠梵 6 公開組 李永鍇

7 小學組 林子揚 7 中學組 宋煒邦 7 公開組 李健勤

8 小學組 林子敬 8 中學組 李柏喬 8 公開組 李珺珽

9 小學組 林嘉銘 9 中學組 沈家熙 9 公開組 李順豪

10 小學組 區潤添 10 中學組 林秉曦 10 公開組 李劍強

11 小學組 張正元 11 中學組 洪炫昊 11 公開組 李學勤

12 小學組 張正頎 12 中學組 香駿軒 12 公開組 沈鏡樂

13 小學組 張栢來 13 中學組 夏立軒 13 公開組 卓瑞榕

14 小學組 曹濟琛 14 中學組 翁諾恒 14 公開組 金震球

15 小學組 梁常樂 15 中學組 馬綽謙 15 公開組 柯迪

16 小學組 莫子朗 16 中學組 區頌熹 16 公開組 柯韋

17 小學組 陳焯匡 17 中學組 崔文樂 17 公開組 徐國基

18 小學組 陳耀全 18 中學組 張皓揮 18 公開組 翁楚文

19 小學組 馮文彬 19 中學組 梁浩誌 19 公開組 翁德強

20 小學組 黃建皓 20 中學組 梁鈺楓 20 公開組 張金權

21 小學組 蔡承毅 21 中學組 莊恒安 21 公開組 張啟樑

22 中學組 莊偉麒 22 公開組 曹博濤

23 中學組 許家傑 23 公開組 梁世明

24 中學組 郭俊彥 24 公開組 郭育偉

25 中學組 陳仕喬 25 公開組 陳啟發

26 中學組 陳俊曦 26 公開組 單偉豪

27 中學組 陳澤壕 27 公開組 湯聰

28 中學組 勞梓峰 28 公開組 馮家俊

29 中學組 彭浩 29 公開組 黃安榮

30 中學組 曾翱隼 30 公開組 黃卓熙

31 中學組 黃文俊 31 公開組 黃敬慈

32 中學組 黃俊燊 32 公開組 黃義為

33 中學組 楊騰威 33 公開組 黃裔昌

34 中學組 趙凱榮 34 公開組 楊景輝

35 中學組 歐陽浩宇 35 公開組 葉景昌

36 中學組 鄧浩維 36 公開組 葉嘉榮

37 中學組 黎梓匡 37 公開組 葛孝恒

38 中學組 鍾旻叡 38 公開組 廖頌庭

39 中學組 羅澤鋒 39 公開組 劉建中

40 公開組 劉應昌

41 公開組 蔡旭東

42 公開組 蔡秋生

43 公開組 盧鴻駒

44 公開組 賴逸瑞

45 公開組 霍誌強

46 公開組 鍾嘉俊

47 公開組 羅錦泉

48 公開組 譚浩文

49 公開組 關培坤

50 公開組 蘇律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