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份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2007 林志文 (海協羽毛球會) 梁建輝 (海協羽毛球會) 羅潤榮 (馬交體育會) 葉騰輝 (翔揚體育會)

2008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 (馬交體育會) 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康國煕 (翔揚體育會)

2009 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 (馬交體育會) 葉騰輝 (翔揚體育會)

2010 陳耀宗 (馬交體育會) 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葉騰輝 (翔掦體育會)

2011 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 (個人) 鄭偉樂 (馬交體育會)

2012 陳耀宗 (馬交體育會)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李天祐 (羅梁體育總會)

2013 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盧學文 (翔揚體育會) 李天祐 (羅梁體育總會)

2014 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黃子聰 (羅梁體育總會) 易宇洋 (翔揚體育會)

2015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勞敬青 (濠江體育會) 溫偉智 (濠江體育會) 戴健熙 (羅梁體育總會)

2016 裴鵬鋒 (羅梁體育總會) 溫偉智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林浩謙 (馬交體育會)

2017 林志文 (江門體育會) 裴鵬鋒 (羅梁體育總會) 吳子聰 (江門體育會) 歐非龍 (馬交體育會)

2018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裴鵬鋒 (羅梁體育總會) 易宇洋 (翔揚體育會) 戴健熙 (羅梁體育總會)

2019 裴鵬鋒 (羅梁體育總會) 戴健熙 (羅梁體育總會) 吳子聰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

2020 裴鵬鋒 (羅梁體育總會) 裴梓臻 (羅梁體育總會) 吳子聰 (濠江體育會) 戴健熙 (羅梁體育總會)

2021 裴鵬鋒 (澳門羽毛球集訓隊) 梁鈺聰 (羅梁體育總會) 裴梓臻 (羅梁體育總會) 吳子聰 (濠江體育會)

2022 黃覺永 (翔揚體育會) 吳子聰 (濠江體育會) 裴梓臻 (羅梁體育總會) 戴健熙 (羅梁體育總會)

全澳羽毛球公開賽 - 男子單打成績



年份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2007 潘慧娟 (青鋒體育會) 李秀芝 (翔揚體育會) 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潘詩怡 (青鋒體育會)

2008 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李秀芝 (翔揚體育會) 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李天兒 (海協羽毛球會)

2009 李秀芝 (翔揚體育會) 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馮萃晴 (海協羽毛球會) 李天兒 (海協羽毛球會)

2010 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譚的妮 (馬交體育會) 楊碧珊 (濠江體育會) --

2011 李秀芝 (翔揚體育會) 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楊碧珊 (濠江體育會)

2012 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譚的妮 (馬交體育會) 楊碧珊 (濠江體育會) --

2013 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

2014 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2015 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2016 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襲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歐綺君 (羅梁體育總會)

2017 龔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歐綺君 (羅梁體育總會) 關紫玲 (羅梁體育總會)

2018 歐綺君 (羅梁體育總會) 何雪凝 (濠江體育會) 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龔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2019 裴梓樺 (羅梁體育總會) 歐綺君 (羅梁體育總會) 龔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張綺婷 (翔揚體育會)

2020 裴梓樺 (羅梁體育總會) 吳穎嗣 (個人) 林學賢 (濠江體育會) 歐綺君 (羅梁體育總會)

2021 吳穎嗣 (個人） 林學賢 (濠江體育會) 裴梓樺 (羅梁體育總會) 李凱琳 (個人）

2022 林學賢 (濠江體育會) 裴梓樺 (羅梁體育總會) 歐綺君 (羅梁體育總會） 吳穎嗣 (個人）

全澳羽毛球公開賽 - 女子單打成績



年份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2007 林志文/梁建輝 (海協羽毛球會) 沈繼忠/羅保 (翔揚體育會) 鄭君沛/張展峰 (綠怡體育會) 李景駿/溫思明 (馬交體育會)

2008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羅潤榮 (馬交體育會) 李杰/李景駿 (馬交體育會) 溫思明/張志雄 (馬交體育會)

2009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鮑文忠/容慶慈 (濠江體育會) 羅潤榮/黃景豪 (馬交體育會) 李達/李啟聰 (翔揚體育會)

2010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羅潤榮 (馬交體育會) 葉騰輝/柳振榮 (翔揚體育會) 張志雄/易永階(馬交體育會/翔掦)

2011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鄭偉樂(個人/馬交體育會) 羅潤榮/黃景豪 (馬交體育會) 鄭俊康/姚競悠(羽球人)

2012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羅潤榮 (馬交體育會) 張芳興/李智霖 (馬交體育會) 鄭偉樂/黃景豪 (馬交體育會)

2013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李天祐/李明輝(羅梁體育總會/忠信體育會) 盧學文/易宇洋 (翔揚體育會) 張芳興/黃子聰(馬交體育會/羅梁體育總會)

2014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鮑文忠/梁永達 (濠江體育會) 溫偉智/勞敬青 (濠江體育會) 林志亮/黃子聰(忠信/羅梁體育總會)

2015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溫偉智/勞敬青 (濠江體育會) 沈繼忠/易宇洋 (翔揚體育會) 梁永達/賴杰漢 (濠江體育會)

2016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方智航/李杰 (馬交體育會) 賴杰漢/溫偉智 (濠江體育會) 黃子聰/裴鵬鋒 (羅梁體育總會)

2017 梁建輝/林志文 (濠江體育會/江門體育會) 陳耀宗/李耀銘 (馬交體育會) 鮑文忠/吳子聰 (濠江體育會/江門體育會) 易宇洋/謝霈毅 (翔揚體育會/羅梁體育總會)

2018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李耀銘/陳耀宗 (馬交體育會) 易宇洋/裴鵬鋒 (翔揚體育會/羅梁體育總會) 梁鈺聰/謝霈毅 (羅梁體育總會)

2019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吳子聰/鮑文忠 (濠江體育會) 梁鈺聰/謝霈毅 (羅梁體育總會) 易宇洋/林浩謙 (翔揚體育會/馬交體育會)

2020 梁鈺聰/裴鵬鋒 (羅梁體育總會)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易宇洋/李耀銘 (翔揚體育會/馬交體育會) 吳子聰/鮑文忠 (濠江體育會)

2021 吳子聰/溫偉智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吳嘉盛/梁鈺聰 (羅梁體育總會) 易宇洋/李耀銘 (翔揚體育會/馬交體育會)

2022 吳子聰/溫偉智 (濠江體育會) 吳嘉盛/梁鈺聰 (羅梁體育總會) 林志文/梁建輝 (濠江體育會) 戴健熙/黃覺永 (羅梁體育總會/翔揚體育會)

全澳羽毛球公開賽 - 男子雙打成績



年份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2007 潘慧娟/潘詩怡 (青鋒體育會) 麥嘉莉/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李秀芝/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李詠琪/葉靜婷 (馬交體育會)

2008 李秀芝/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麥嘉莉/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劉綺君/李詠琪 (馬交體育會) --

2009 潘月華/李秀芝 (翔揚體育會) 麥嘉莉/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馮萃晴/李天兒 (海協羽毛球會) --

2010 饒秋玲/潘慧娟 (濠江體育會) 麥嘉莉/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 --

2011 麥嘉莉/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李秀芝/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邱美霞/譚的妮 (馬交體育會) --

2012 邱美霞/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李秀芝/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 --

2013 邱美霞/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麥嘉莉/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 --

2014 張之博/王榮 (勁青體育會) 邱美霞/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麥嘉莉/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

2015 吳穎嗣/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李秀芝/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 --

2016 邱美霞/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吳穎嗣/楊碧珊 (濠江體育會) 關紫玲/襲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

2017 關紫玲/龔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吳穎嗣/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余海棋/歐綺君 (馬交體育會/羅梁體育總會) --

2018 鄒嘉希/龔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歐綺君/關紫玲 (羅梁體育總會) 吳穎嗣/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余婷鈺/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2019 吳穎嗣/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鄒嘉希/龔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 --

2020 吳穎嗣/龔學昕 (個人/羅梁體育總會) 歐綺君/裴梓樺 (羅梁體育總會) -- --

2021 歐綺君/裴梓樺 (羅梁體育總會) 吳穎嗣/龔學昕 (個人/羅梁體育總會) -- --

2022 歐綺君/裴梓樺 (羅梁體育總會) 林學賢/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吳穎嗣/王清華 (個人/翔揚體育會） --

全澳羽毛球公開賽 - 女子雙打成績



年份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2007 沈繼忠/潘慧娟(翔揚體育會/青鋒) 鮑文忠/饒秋玲 (濠江體育會) 李杰/潘詩蓓 (馬交體育會) 高家成/黃淑玲 (海協羽毛球會)

2008 林志文/饒秋玲 (濠江體育會) 羅潤榮/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柯文東/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梁建輝/胡可兒 (濠江體育會)

2009 梁建輝/曹語嫣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羅潤榮/李秀芝(馬交體育會/翔揚體育會) 柯文東/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2010 陳耀宗/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梁建輝/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林志文/楊碧珊 (濠江體育會) --

2011 林志文/潘詩怡 (濠江體育會) 梁建輝/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葉騰輝/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麥俊傑/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2012 林志文/潘詩怡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葉騰輝/潘月華 (翔揚體育會) 吳子聰/楊碧珊 (濠江體育會)

2013 林志文/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梁建輝/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黃景豪/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

2014 梁建輝/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黃景豪/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

2015 梁建輝/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林志文/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張芳興/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2016 梁建輝/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李杰/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鄭偉樂/余婷鈺 (馬交體育會) 梁建輝/楊碧珊 (濠江體育會)

2017 梁建輝/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吳子聰/黃潔瑩 (江門體育會/濠江體育會) 陳耀宗/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李耀銘/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2018 裴鵬鋒/鄒嘉希 (羅梁體育總會) 梁建輝/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吳子聰/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李耀銘/麥嘉莉 (馬交體育會)

2019 裴鵬鋒/鄒嘉希 (羅梁體育總會) 吳子聰/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李耀銘/邱美霞 (馬交體育會) 梁建輝/吳穎嗣 (濠江體育會)

2020 梁鈺聰/龔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吳子聰/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 --

2021 梁鈺聰/龔學昕 (羅梁體育總會) 吳子聰/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 --

2022 梁鈺聰/吳穎嗣 (羅梁體育總會/個人) 黃覺永/王清華 (翔揚體育會) 溫偉智/黃潔瑩 (濠江體育會) --

全澳羽毛球公開賽 - 混合雙打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