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隊名 永倫 中健 挑戰者十八鄉 南狐A 建龍 青年 永衡 飛馬

Teame Name WINLING SPHDRA Wolf's A Youth Eternity

球員1 梁民熊 何定邦 李超然 馬興展 麥瑋霖 羅啟軒 張浩賢 朱曜楚

球員2
Bullen Christian

Matthew
譚耀昌 鄧子宇 黃志偉 董鑑輝 謝嘉浚 曾坤鴻 韓天次

球員3 Hosford Ian Daniel 梁志鏗 文浩軒 周德禮 劉家裕 楊荃皓 陳瑋霆 葉煦生

球員4 霍嘉銘 李浩鈿 張國希 余奧圖 溫廷鋒 柯冠宇 陳子彤 朱梓鎔

球員5 潘志豪 張傑 吳任豐 黃叡暉 岑家豪 莫梓皓 張子洛 樊啟然

球員6 周迎堅 林志坤 王冠喬 葉永恆 胡兆智 邱靖瀚 張子俊 謝爕雋

球員7 方誠義 張家豪 潘傑超 梁志軒 鄭栢圩 文俊傑 林晃廷 布偉光

球員8 程健文 謝昭衡 吳俊穎 陳健愉 劉家賢 魏淏龍 蔡浩然 曾志輝

球員9
Kepkey Tyler

Alexander
陳永雋 丁國晉 鄒健樂 陳雋暉 蔡文熙 楊子盛 劉嘉榮

球員10 黃鎮煒 李子東 李靖祺 陳澤楓 葉思諾 徐浚豪 蔡忠軒 勞浚明

球員11 楊狄斯 吳偉勝 司徒俊穎 何俊杰
SAATORI Asher

Gabriel
曾珞磷 劉家傑

球員12 黃嘉樂 蔣浚軒 劉康文 袁生 巫偉韜 朱文強 邱廣華

球員13 梁家健 余俊諺 吳家樂 易晉樑
PERKINS

 Damien Cortez
伍俊傑 馮逸朗

球員14 葉志天 袁志鵬 李潤培
JOSHY

Leonard
黃子祐 馬家維

球員15 曾文金 林瑋 胡思晉 沈佰文 易臻琳 林俊達

球員16 蔡繼明 王俊傑 廖子沖



第四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隊名 晉裕 少林 駿業體育會A 美邦 安保漢友B 標準福建 傑志

Teame Name Chun Yu
Chun Yip Sport

Club
FUKIEN MKBA KIT CHEE

球員1 馮嘉浚 吳嘉隆 朱俊銘 黎德璋 鄭文璁 劉凱濤 黎俊昌 周卓軒

球員2 趙嘉雄 譚孝良 謝國柱 廖深賢 鄺錦昌 謝文俊 莊子豐 羅暢明

球員3 吳浩賢 林子進 溫啟宗 羅偉智 倪霆璁 安家仲 張鯤濤 洪俊

球員4 黃威雄
Polanco Luciano

Christopher De Jesus
劉駿彥 余冠鋒 何國良 盧冠喬 葉梓燊 梁浩添

球員5 何振然 何鴻賢 陳嘉軒 陳智聰 吳子文 韓旭健 吳偉光 陳昊銘

球員6 石子賢 何鴻德 許力允 古卓勝 許基駿 陳耀祖 連駿輝 林嘉浩

球員7 陳子彬 劉寶康 張正樂 廖俊宏 李旨游 蔡龍德 郭港俊 杜俊賢

球員8 勞傑朗 吳冠陞 黃裕康 袁立天 張卓文 羅文光 楊俊傑 林其鋒

球員9 李念孝 梁浩然 毛柏翰 梁寶燊 黃彥霖 蘇伊俊 袁梓軒 李校良

球員10 余普生 張卓熙 湯國賢 張栢豪 黃銘德 司徒偉傑 張國滔 許耀鋒

球員11 蘇嘉銘 趙衍維 蔡梓暘 劉冠宏
BENTULAN J DYLAN

Fourier Gauss A.P. 余耀明 方國樑 茹宏康

球員12 黃土業 伍澤軒 白朗濤 張智德 龎樂然 梁嘉顯 李俊濠 陳嘉浩

球員13
DEY Hugh Keith

 Cameron Fernandez 鄭豪南 陳穎豪 蘇兆麒 林羽 劉鈞鵬

球員14 余瑋男 廖嘉麟 鄧曉嵐 劉晉傑 甘力行

球員15 黃灝汶 梁洛乾 蘇倬弘 江樹庭

球員16 陳傳威 張梓浩



第四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E-1 E-2 E-3 E-4 F-1 F-2 F-3 F-4

隊名 康仁體育會 捷群 友聯 南青 朗園 藍鷹 公民

Teame Name WELLMAN Vigor fgbc JM NAM CHING TCAA

球員1 廖鈞浩 呂浩宏 王洛元 劉楚嘉 潘正熙 周世健 冼鶴峰 李俊豪

球員2 顧澤琛 呂灝俊 孔展程 馬漢峰 蘇恩樂 黎博文 黃鈞麟 岑偉仁

球員3 蔡汶峻 陳正森 卓思昊 譚政晞 吳嘉軒 黃俊燁 趙梃笙 鄭子希

球員4 任惠峰 陳子健 甘俊輝 麥子堯 潘文豪 黃浩城 趙挺鋒 余柏欣

球員5 黃燦康 曾顯煒 郭君傑 吳澤軒 張延隆 吳宇燊 方紹沖 謝文熙

球員6 劉健 謝世昌 伍梓峰 鄭耀暉 蕭俊傑 謝禮唯 楊曉勤 成駿材

球員7 郭晉軒 王志樂 陳俊文 張翎烽 曾湛元
CHENG HO

YEUNG
吳焜燿 鄭天樂

球員8 林曉智 梁展榮 邱嘉偉 羅啟為 吳俊欣 YING WAI TAK 陳祉光 李靖軒

球員9 徐頌然 覃健文 王皓翔 潘學軒
BRIM MARLOWE

ANTWAUN
陳得璋 馬晉傑 林煒然

球員10 何銘熙 戴駿賢 林晃納 馬泓峰 關洛賢 黃希 羅明漢 曾衍竣

球員11 周凱文 朱賢煒 廖俊賢 鄭潤霆 楊嘉駿 陸韋男 黃瑋瑭 王鎮煒

球員12 梁溥霆 蔣肇麟 張顥耀 何倚楊 倪靖 馬晉華 李樹烽

球員13 蘇勇軒 林慎知 謝汝輝 楊子豐 畢喬廸 馮景聰 鄭俊賢

球員14 張文浚 郭家鏘 趙梓滔 洪方俊 黎梓健 陳聖琦

球員15 連嘉洪 任智豪 張永源 何倚富 施騰皓 吳谷村

球員16 陳耀威 葉耀邦 李柏熹 王鍵鏓



第四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G-1 G-2 G-3 G-4 H-1 H-2 H-3 H-4

隊名 滿貫 建青 遊協 大同 駿業體育會B 飛馬A

Teame Name Nexus HKFYG THINK HKPA
Chun Yip Sport

Club

球員1 王祐天 王耀全 李嘉譽 郭凱文 鄭錦興 潘靖熙 陳景浩 梁志聲

球員2 歐陽維江 馮卓業 梁栢軒 李卓祺 馮嘉豪 黎鎧瑋 潘潤輝 陳慶臻

球員3 吳家騏 阮俊延 李明偉 王嚴 Scott Ewing 巫冠彤 何鴻杰 麥吉鴻

球員4 林俊光 沈羿曈 陳明鴻 王力濤 Eric Ferguson 黎宏達 黃奕聰 余厚勤

球員5 周家駒 衛冠亨 馬子鈞 王嘉希 盧致誠 李國璋 鄭梓添 洪恩明

球員6 張彬賢 陳錦軒 梁栢彥 石心弦 張梓輝 戴鵬 陳子軒 林家祿

球員7 林凱光 陳鑑軒 黎卓恒 陳柏霖 陸子軒 伍浩威 區展鵬 羅國文

球員8 葉俊傑 鄧羽汶 譚震豐 周永桉 區年樂 劉栢匡 施俊麒 范承豐

球員9 陳耀麒 周繼銳 張大斌 王震坤 蘇志樂 吳志峰 張智揚 張昌達

球員10 譚子健 吳民隆 鄧嘉超 蔡健豪 呂志明 邢惟德 李俊彥 李國威

球員11 蔡鴻興 劉嘉城 梁藹逸 羅暐珹 李卓然 陳永鏗 文梓鋒 談堅煒

球員12 鍾嘉朗 劉瑋軒 陳卓朗 蘇尚瀛 黃衍嵐 郭子謙 朱宏達

球員13 張智衡 陳樂希 劉子健 周庭希 劉俊偉

球員14
LAMB

TYLER RANDALL
陳學宇 何樂為 黃宇綿

球員15 張偉康 何俊賢 李鈞皓

球員16 楊文綱 SHAMAS



第四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I-1 I-2 I-3 I-4 J-1 J-2 J-3 J-4

隊名 日域 僑聯 飛鷹 海豚 安保漢友A 歡騰(A) 黃大仙長風

Teame Name EAGLE Dolphin NOEL Team Basket WTSDRSC

球員1 黃錦濠 呂嘉振 余祖為 顏庭軒 趙鍵鋒 梁文俊 吳國熹 王健朗

球員2 李旭川 陳浩文 麥嘉榮 洪啟暉 溫梓豐 趙偉國 王礽權 劉雙鋆

球員3 方智偉 劉志文 楊仲翹 潘展華 蔡駿賢 林瀚鈞 邱景禧 鄒俊國

球員4 陳浩然 劉展鵬 鄧永樂 邱銘樂 馬嘉聰 布文浩 梁卓衡 陳家豪

球員5 陳仲偉 李嘉煒 方敏聰 江德譽 王超望 羅子朗 陳子軒 陳卓麟

球員6 袁嘉豪 呂以源 何權晉 黃冠源 黃梓豐 梁顥耀 范顯樂 陳仲儒

球員7 黃嘉棟 李志豪 林子聰 林詠豪 殷兆俊 梁祺笙 范顯成 陳樂軒

球員8 劉浚希 盧啟豐 呂銘彥 崔繼高 張卓文 林躍峰 陳越疆 林沛聰

球員9 李梓鋒 趙嘉晉 李東坤 蕭廸勤 黃俊財 王文羲 王礽俊 徐凱明

球員10 劉晉傑 區浩軒 鄧劍英 鄭大偉 李浩俊 張景禧 周峻帆 許智朗

球員11 黃裕杰 李永達 韋子才 黃俊熹 曾創發 陳子聰 楊偉智 陳可鈐

球員12 王俊文 張學霖 李子凡 鍾浩洋 朱浩雯 楊澤偉 張祥 黃巍江

球員13 蕭子倫 劉健明 李國彰 吳約翰 鄭悅彰 陳鏘偉 羅啟睿

球員14 王天卓 凌君龍 鄭晉賢 李偉健 譚子健 楊柏昕 梁景諾

球員15 葉晨聰
Bradstreet III

 Richard Wild 盧卓航 易漢暉

球員16 王先利



第四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K-1 K-2 K-3 K-4 L-1 L-2 L-3 L-4

隊名 永倫B 安峰 七喜 毅和-A 晉龍 英華 幸運 悠悠

Teame Name WINLING SEVENUP Lucker YauYau

球員1 許烜行 張展鴻 翁建琛 李柏男 羅卓熙 龍子傑 周兆勤 黃彥彰

球員2 林佑泉 許揚烙 李俊熙 羅振軒 古文東 朱祐麟 梁俊謙 陳天緯

球員3 黃灝賢 王子豪 香浩賢 張文軒 楊瑞鴻 趙旨祁 陳宗揚 張盛誠

球員4 黃子謙 王偉亮 鄭泓 甄鋮輝 黃文康 吳汶軒 許安傑 冼嘉煒

球員5 廖健鋒 趙家威 周俊廷 莊曜彰 黃翊鋒 羅子傑 余偉霆 庄楚彬

球員6 魏詠輝 陸汛銚 鄭凱烽 黃鈞陶 歐陽廣生 柯日楠 鄭灝寧 魏銘治

球員7 黃偉琪 張振昌 林永泰 鄺鎮杰 司徒加珩 陳柏霖 王清朗 曾松漢

球員8 麥卓賢 羅天成 鄭成志 陳家俊 李梓浩 蕭瑋耀 楊勁峯 潘錦銳

球員9 鄭卓男 林錠佳 孫俊聰 王漢御 李浩然 吳秉勳 張國銓 吳衍蔚

球員10 陳永熹 方嘉俊 陳俊延 黃景駿 黃培基 張復勝 黃子雄 馬加雋

球員11 侯澤鋒 郭祖海 羅耀承 鄧睿彰 莊鍵輝 楊紀政 袁傑賢 馬洛然

球員12 劉俊鴻 蘇子勤 陳政亮 羅志恒 劉俊禧 游培燊 周梓康

球員13 劉永謙 劉頌鵬 陳凱業 黃民舜 關雋陶 陳志強 李加乘

球員14 余仲文 林俊弋 唐魁廷 黎子勤 盧民皓

球員15 盛永耀 歐文輝 卓思凱 佘日揚

球員16 佘睿文



第四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M-1 M-2 M-3 M-4

隊名 南華 乙 自力 新野 毅和-B

Teame Name SCAA B New Wild

球員1 洪子駿 劉孝軒 甘文豪 陳諾希

球員2 鍾曉穎 馮俊聰 李柏臻 楊泳衝

球員3 張希泓
Sheikh Muhammad

Sulaiman
錢樂賢 謝健浠

球員4 劉子彥 李瑜豐 林偉龍 李浚銘

球員5 劉子軒 葉俊鋒 余志康 冼俊延

球員6 陳仲顯 譚健聰 卓湧 黃健瑋

球員7 萬凱文 張文健 張浩泰 李啟豪

球員8 郭昭上 阮俊瑋 陳俊斌 郭榮禧

球員9 黃震暉 陳永曦 羅澤星 胡芷浩

球員10 朱廸男 李清淼 羅勛 余尚恒

球員11 林英喬 晏慕龍 李懷寯 關家熙

球員12 何子聰 陳正博 鄭浩堅 陳浩霆

球員13 文澤希 陳冠延 陳浩泓 劉永謙

球員14 郭禹 黃立成 陳志豐

球員15 謝家駱 林誠琨

球員16 葉文俊 戴梓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