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6

成績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A1M 男子色帶組 郭梓康 (國藝) 鄧智謙 (國藝) 鄒匡健 (發景) 劉佳諾 (勵進)

A2M 男子色帶組 鄺至民 (國藝) 蕭栢翹 (勵誠) 楊渝誠 (胡氏) 姚卓行 (青雲)

A3M 男子色帶組 鄺至浩 (國藝) 劉睿智 (胡氏) 何焯楠 (胡氏) 李肇庭 (精英)

A4M 男子色帶組 馬學文 (國藝) 陳卓伽 (勵誠) 郭文謙 (國際) 林建恆 (樂華)

A5M 男子色帶組 林競松 (聯盟) 蘇立翹 (智道) 陳銳淇 (青道) 陳曉朗 (胡氏)

A6M 男子色帶組 陳恩臨 (國藝) 吳彥霖 (國藝) 黃梓朗 (國際) 黃敬洛 (國藝)

A1F 女子色帶組 陸芍榣 (勵誠) 陳凱翹 (國藝) 黎洛晴 (警察) 曾可嵐 (勵誠)

A2F 女子色帶組 黃卓詩 (國藝) 李芯瑤 (勵誠) 李雅珽 (正道) 陳卓欣 (國際)

A3F 女子色帶組 梁皕荍 (精英) 馮喬 (胡氏) 張瑋凌 (胡氏) 陳樂妍 (胡氏)

A4F 女子色帶組 賴泳澄 (東龍) 馮永晴 (智道) 黃苡晴 (胡氏) 梁晞然 (東龍)

A8F 女子色帶組 ALEXIS ISHCHENKO (智道) 李雅渝 (智道)

B1M 男子色帶組 陸俊宇 (國藝) 任梓豪 (國藝) 蔡鉑謙 (勵誠) 黃臻洛 (勵誠)

B2M 男子色帶組 溫子鍵 (國藝) 崔子聰 (勵誠) 楊渝恆 (胡氏) 洪子峻 (胡氏)

B3M 男子色帶組 胡栢揚 (國藝) 許晉瑜 (胡氏) 黃政禹 (精英) 陳尚正 (胡氏)

B4M 男子色帶組 吳宗霖 (金道) 郭朗軒 (金道) 高銘德 (聯盟) 張志軒 (聯盟)

B5M 男子色帶組 陳嘉鴻 (國藝) 張子灝 (發景) 關兆民 (勵誠) 梁鎮麒 (實用)

B6M 男子色帶組 鄭學軒 (胡氏) 何霆鏗 (胡氏) 陳卓泓 (發景) 余尉然 (勵誠)

B7M 男子色帶組 陳恩祈 (國藝) 湛崇立 (國際) 符景俊 (國際) 仇卓耀 (聯盟)

B8M 男子色帶組 陳熙哲 (國際) 林昊鈞 (國際) 鄭景浚 (國際) 紀朗 (實用)

B1F 女子色帶組 盧樂恩 (國藝) 劉子琦 (國藝) 高禎蔚 (技擊) 陳思瑜 (胡氏)

B2F 女子色帶組 布凱嵐 (振武) 呂晴兒 (躍駿) 陳芍君 (胡氏) 黃博恩 (國際)

B3F 女子色帶組 覃子越 (國藝) 周曉晴 (樂華) 吳思雨 (技擊) 謝映彤 (勵誠)

B4F 女子色帶組 鍾怡岑 (國藝) 蔡天恩 (勵誠) 劉巧妍 (胡氏) 馬晴曦 (勵誠)

B5F 女子色帶組 吳嘉楹 (實用) 何慧錡 (正道) 三橋晴香 (國藝) 何迦善 (勵誠)

B6F 女子色帶組 黃纁 (胡氏) 梁智然 (胡氏) 方曉晴 (胡氏) 嚴芷晴 (樂華)

B7F 女子色帶組 曾雨婷 (國藝) 王藝穎 (國藝) 楊海桐 (實用) 李穎翹 (胡氏)

C1M 男子色帶組 何家傑 (精英) 顏仲言 (勵誠) 許綽軒 (香港仔) 伍傑鋒 (聯盟)

第 1 頁，共 3 頁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6

成績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C2M 男子色帶組 陳政滐 (國藝) 鍾浩霆 (勵誠) 高國柱 (國際) 黃子溢 (勵誠)

C3M 男子色帶組 鄭學明 (胡氏) 馬康騏 (毅武) 高嘉謙 (國際) 吳家寶 (國際)

C4M 男子色帶組 林煒桓 (國藝) 鍾卓橋 (國藝) 陳卓希 (振武) 黃臻謙 (勵誠)

C5M 男子色帶組 黃若榮 (國藝) 楊諾維 (國藝) 劉展鋒 (正道) 羅彥林 (精英)

C6M 男子色帶組 陳朗然 (樂華) 林子晉 (東龍) 張致瑋 (東龍) 周汶杰 (國藝)

C7M 男子色帶組 梁雋羿 (胡氏) 劉宏駿 (國藝) 鄭文晞 (威格) 戴駿軒 (實用)

C8M 男子色帶組 翁尚玄 (勵誠) 吳言洛 (東龍) 梁逸軒 (國際) 黎朗然 (東龍)

C1F 女子色帶組 何沛然 (胡氏) 潘糠潼 (毅武) 郭思樂 (國藝) 楊梅蔚 (國藝)

C2F 女子色帶組 潘祉晴 (國藝) 何敏縈 (勵誠) 黃懿雯 (國際) 卓樂兒 (警察)

C3F 女子色帶組 梁羽希 (國藝) 劉芷韻 (精英) 李亮澄 (青道) 柯文晴 (青道)

C4F 女子色帶組 李子晴 (國藝) 李敏渝 (毅武) 張穎心 (振武) 方穎瑤 (國際)

C5F 女子色帶組 秦蔚瑩 (國藝) GURUNG SIMRAN (尼泊爾) 劉梓櫻 (勵誠) 陳翊嘉 (毅武)

C6F 女子色帶組 鍾卓枬 (胡氏) 鄭楚瑜 (樂華) 梁焯堯 (國藝) 唐心陶 (國藝)

C7F 女子色帶組 黃靖欣 (國藝) 麥雅然 (技擊) 王思雅 (國藝) 周紀澄 (勵誠)

C8F 女子色帶組 周浠翹 (精英) 張曉雯 (技擊) 梁善晴 (青道) 大舘朋加 (國藝)

D1M 男子色帶組 吳朗灝 (胡氏) 馮靖然 (正道) 李永樑 (正道)

D7M 男子色帶組 陳頌賢 (聯盟) 朱梓耀 (聯盟) 韓秉睿 (國際) 莊豐毅 (中道)

D8M 男子色帶組 盧樂賢 (精英) 陳翹鈞 (勵誠) 鄒啟豪 (國際) 張梓賢 (國藝)

D3F 女子色帶組 陳卓穎 (勵誠) 黃子晴 (智道) RASHMI PUN (尼泊爾) 林誠瑤 (勵誠)

D7F 女子色帶組 李霈賢 (實用) 林雍嵐 (國際) 蘇祺慧 (青濤) 周曉桐 (樂華)

D8F 女子色帶組 袁敏明 (國際) 朱衍霖 (國際) 黃紫殷 (國際) 鍾杞悠 (國際)

E8F 女子色帶組 吳穎桐 (精英) 劉學韻 (毅武) 譚沛淇 (威格) 陳靖雯 (振武)

F1F 女子色帶組 何迪加 (國藝) NUR-TARWIYATIN (青道) TARSINI AHMAD SUDARSO (青道) BAL-O, RHEA LOMONG-OY (尼泊爾)

F2F 女子色帶組 源衍雅 (國藝) 黃頌琳 (香港仔) LAURIAN ANNIE RABE (尼泊爾) 黃苡琳 (正道)

F3F 女子色帶組 NIEBLA MARY ROSE HONTANAR (尼泊爾) MACAUYAM LORNA NAGANDA (尼泊爾) 方菩拉 (國藝) NOVA RIA INDRAYATI (青道)

F4F 女子色帶組 MUYA AMY ARNAEZ (尼泊爾) ISA-ULFA-ANA (尼泊爾) ESTUYE ELSIE DE ARROZ (尼泊爾) 金梦荷 (躍駿)

F5F 女子色帶組 關敏慧 (東龍) 余若彤 (智道) 黃潔瑩 (實用) 林煒澄 (正道)

第 2 頁，共 3 頁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6

成績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F6F 女子色帶組 TALANGAN FELIPA VALLE (尼泊爾) ERNI WIDYA ASTUTIK (青道) MISYANTI (尼泊爾) YULIANI KARTIKASARI (青道)

F7F 女子色帶組 SIASON MA GLAMORA G (青道) SITI MUARIFAH (青道) COMBAS, FREDA SHAYNE GAYAO (尼泊爾) ROEOAA CALGO (尼泊爾)

F8F 女子色帶組 YAYAH (青道) HARNANIK (青道) 張艾薇 (青道) 張穎怡 (振武)

GM 男子品帶組 周軒瑜 (青道) 陳奕君 (青道) 李競翀 (金道一) 蕭晉軒 (智道)

GF 女子品帶組 謝雅姿 (精英) 馮巧悅 (胡氏) 冼婉琪 (威格) 李芷怡 (金道)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H1M 男子黑帶組 劉浩賢 (樂華) 呂靖楠 (國藝) 黃焯賢 (樂華) 陳灝陽 (精英)

H2M 男子黑帶組 陳灝鋒 (精英) 蔡卓研 (國際) 陳穎豪 (毅武) WOO TAE KWON BILLY (青道)

H3M 男子黑帶組 陳基文 (實用) 唐本承 (國際) 劉發康 (漢道) 王忠義 (毅武)

H4M 男子黑帶組 郭志權 (青道) 李秋強 (香港仔) 歐傑東 (智道) 朱銳祺 (智道)

H1F 女子黑帶組 葉潁欣 (國藝) 朱詠恩 (國藝) 林筠宜 (樂華) 郭可兒 (樂華)

H2F 女子黑帶組 朱洛儀 (國際) 張家瑜 (國藝) 吳筠怡 (國際) 伍超玲 (毅武)

H3F 女子黑帶組 王翠雯 (勵誠) 陳詩韻 (樂華) 李嬌 (東龍) 羅淑英 (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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