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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隊名 挑戰者十八鄉A 健青 陽光 豐玉18B 鬪魂 小川 貫昇(B)

Teame Name SPHORA EVO KIN CHING OGAWA

球員1 梁浩鋒 郭嘉豪 陳偉健 李銘生 秦啟康 鍾浩輝 嚴義文 葉照全

球員2 歐陽啟廸 陳志德 謝文喬 陳紹基 黃榮璋 劉鑒鴻 杜德城 鄒嘉傑

球員3 王俊彥 吳景程 張諺峰 陸浩然 楊兆麟 李旻軒 梁志恆 陳匡廷

球員4 曾志偉 薜達明 夏政皜 譚耀邦 郭貺定 李灝華 馬家承 施星耀

球員5 葉俊希 溫峻琪 吳家行 吳樂旼 黃樂暉 陳凱量 潘敬賢 黃華雄

球員6 蔡兆維 葉文健 余政賢 阮雅麟 泰啟峰 梁家朗 吳樂軒 岑志銘

球員7 冼焯熙 周頌彥 楊梓恒 羅榮業 鄧浚匡 雷俊傑 任梓浩 陳卓軒

球員8 黃文杰 張家俊 史偉建 謝永恆 香偉平 王希晉 莫豪亮 卓立為

球員9 傅永龍 譚鑌 黎梓皓 易健雄 江貴健 鄭學良 吳家勤 吳梓健

球員10 盧建衡 禢毅恆 彭志堅 馮耀堂 鄭顯晉 郭峻灝 蕭志豪 劉浩楠

球員11 文毅飛 周震宇 黎國康 陳家瑋 曹富城 吳浩然 林鉦易

球員12 林展飛 龍仕發 伍兆能 李承泰 陳逸文 簡頌廷 曾卓麟

球員13 羅子熙 翁德廉 虞浩然 陳鎮東 梁家榮 林豈健 庾柏霖

球員14 溫家俊 吳俊斌 湯浩然 黎君賢 洪偉杰 盧浩基 劉偉明

球員15 曾文俊 潘嘉駿 黃家慶 陳頌賢 黎俊賢

球員16 蕭文龍 吳紹銘 譚顯揚 趙喬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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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B-4 C-1 C-2 C-3 C-4 D-1 D-2 D-3

隊名 時尚中國 黃棣珊舊生 鑽浸A 好友 新青聯會-OPEN 生記集團籃球隊 朝聯C 越峰

Teame Name GFS MYAA-OPEN Swing

球員1 楊劍青 劉朝進 謝瓚礽 何志浩 潘嘉俊 柯意明 卓偉賢 蔡奮捷

球員2 田泳浚 朱橋康 李俊業 俞卓鋒 鄭子希 黎錦秋 蔡浩賢 余卓邦

球員3 郭智烽 甄啟健 黃偉安 區澄 李偉傑 陳零 陳德熙 孔祥發

球員4 余永興 葉永基 郭謙 唐樂恆 陳浩洋 林小偉 吳廸文 黃頌然

球員5 章新俊 馬俊傑 郭靖然 曾梓軒 鄧竣升 梁方遜 潘文軒 林恆光

球員6 劉振星 施俊男 周其志 陳彥安 壽弘凱 林海耀 蘇霆軒 黃頌康

球員7 莫家俊 陳嘉偉 唐嘉龍 陸浚彥 黃振雄 梁中遜 林啟睿 王輝陽

球員8 羅梓俊 曾國豐 史超立 麥皓研 余文武 郭志勤 許雄武 張凱逸

球員9 張力允 張廣龍 馮昭 陳永錚 冼智建 蔡偉明 朱浩言 潘永誠

球員10 劉子傑 鍾柏霆 郭清鴻 王溢文 胡俊業 黃遠德 林星儒 林俊延

球員11 麥焯文 胡重光 曾家俊 陳榮鋒 林嘉樂 李禮亨 任顯華 莫傲雋

球員12 梁德寶 李浩銘 沈煒堃 鄧偉麟 周卓霖 林廣濤 嚴逸儒 紀丹威

球員13 李盛昌 陳承勇 李浩彰 鄭心朗 何肇康 馬文傑 葉浩仁

球員14 吳永豪 鄒祥 林均華

球員15 林俊偉

球員16 伍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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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D-4 E-1 E-2 E-3 E-4 F-1 F-2 F-3

隊名 首級籃球隊 BibiDada A 廣福 友邦 大仙國際 彩虹 海聯

Teame Name LevelOne Basketball KWONG FUK YAU PONG
TAI SIN

INTERNATIONAL
DOS

球員1 馬俊禧 何戩 Lui Chi Nam 謝飛耀 郭子傑 王耀駿 伍振東 呂柏諺

球員2 李昱 崔家恒 Wong Ka Ming 賴灝宏 鄒國祥 任建柏 呂泰麟 吳文滔

球員3 梁煜文 戚紫文 Liu Yung To 蔣偉皓 張皓希 成旗邦 劉寶業 王平樂

球員4 蕭皓文 張梓浩 Cheung Sau Hong 陳英傑 屈耀強 卓奕鴻 李健朗 李珏鴻

球員5 何泓浩 李航 Leung Chung Sing 吳凱逸 陳振章 林錦樂 陳秉聰 謝于科

球員6 劉浩明 陳兆豐 Chow Ka Shing 甘鎮陞 李銘澤 洪燚樂 羅志峰 周少傑

球員7 何量懷 曾煒霖 Siu Kai Yuen 林啟業 許孝深 張霈鈞 胡浩然 達浩然

球員8 劉梓浩 王建邦 Ho Ka Hung 禢俊榮 劉智賢 喬禮謙 梁梓文 林展威

球員9 謝天佑 劉錦發 Chan Lap Fai 唐鎮鴻 錢文諾 馬浩俊 伍偉洪

球員10 譚俊軒 彭大健 Tse Cheuk Lun 鄒曉鵬 許肇文 盧偉峯 譚穎鴻

球員11 郭庭遠 高志誠 Lau Siu Pan 吳迪 鄧景匡 何政彤 鄧力山

球員12 劉港曉 劉振宇 林偉僑 徐曉峰 盧智健

球員13 馮禮昌 Tong Chun Ting 楊澤佳 文偉強 李英浩

球員14 Tang Siu Kei 刁卓懷 李樂泰 伍梓樺

球員15 馮志鏗 梁智康

球員16 黃璿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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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F-4 G-1 G-2 G-3 G-4 H-1 H-2 H-3

隊名 豐玉14 南國 挑戰者十八鄉 心籃 陳森記 豐玉17

Teame Name Southern Kingdom SPHDRA Gratitude SML(I)

球員1 何嘉俊 容承光 羅洪輝 阮景明 梁偉杰 鄭銘琛 陳江溢 王世炎

球員2 梁偉雄 曾峻賢 李嘉偉 梁家威 葉俊龍 林澤霖 黃卓恆 黃禮恆

球員3 布永輝 蘇智康 王志峰 張仲良 賴卓雋 謝永樂 陳勱烜 葉偉麟

球員4 盧浩堅 麥智傑 陳萍凡 施梓殿 楊嘉傑 吳志聰 劉偉邦 劉結峰

球員5 黃奕泓 余明峯 鄧英朗 邱鴻燊 黎煒杰 曾敬彬 蘇毅斌 招宗活

球員6 魏寶發 洪永灝 陳栢陽 梁敏德 李樂希 溫俊傑 岑文耀 鍾偉成

球員7 陳祖賢 龐天賦 植兆東 劉偉立 余忠培 王德寧 林漢坤 林錦深

球員8 曾森豪 關逸朗 陳家榮 王永建 司徒瑋 吳凱升 鄧顯昌 廖浩然

球員9 高顗傑
RADOMAN

Slobodan
任瑞沖 連卓軒 梁暐東 王家文 梁紹亨 張澤銘

球員10 李啟恒
CORSINI

Riccardo
楊永怡 陳曉鋒 歐偉能 王柱堅 黃君泰 梁彥聰

球員11 曾穩通 陳子坤 曾兆熙 謝宜瀚 黃偉恒 譚嘉俊 禤浩文

球員12 黎宇東 林璇豹 朱梓麒 陳志恒 林宇晉 郭滿唐 蕭槕盟

球員13 余穎麟 陳國豪 陳冠嵐 蘇持真 陳值財 陳俊豪

球員14 洪俊登 梁弘諾 彭嘉麟 麥沛徽 張嘉龍 陳智豪

球員15 張晉銘 陳梓康 張晨峰 黃天龍 容焯賢

球員16 王少龍 盧柏希 黃浩然 區耀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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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H-4 I-1 I-2 I-3 I-4 J-1 J-2 J-3

隊名 中海物業 教聯 樂然體育會 軒銘(A)

Teame Name BEAST TURBOJET Yorkisport HIN MING (A)
DREAM

WALKERS
WCI

球員1 劉卓霖 楊世裕 趙偉恆 吳欽林 黃浩軒 黃志豪 陳永祥 李志豪

球員2 林灝洋 林彥橋 鄭國偉 彭玉麟 翁兆灃 盧偉恆 朱志峯 張永佳

球員3 梁晉肇 黎定邦 李劍明 廖浩佳 梁啟風 卓俊希 劉永元 伍子樂

球員4 尹敬聰 劉杰星 鄧華超 吳家亮 溫浩龍 林嘉豪 林志豪 蔡樂天

球員5 蔡展民 李立群 雷智恆 李迪文 蔣燿暉 林松 沈振傑 鄧永齊

球員6 曾憲章 江嘉儀 林承熹 張子輝 王鎮煒 鄭偉俊 詹啟聰 李豐原

球員7 張嚴穎 鄔嘉璉 崔健成 蔡明理 蔡駿寅 鄭宇鑫 蔡望騰 梁振雄

球員8 鄧卓賢 倪詩樂 蘇志謙 江智聰 黃灝賢 張浩然 黃愉發 鄧桂文

球員9 廖嘉傑 蔡澤嗚 鄭鋆煒 朱毅豪 陳焯熙 李俊賢 陳曉杰 黎朗熙

球員10 黃尹聰 姚家俊 黃志明 蔡琮启 廖仲誠 楊嘉晉 謝詠衡 陳守健

球員11 劉曜銘 廖偉文 馮家豪 勞嘉禧 黎梓豪 麥俊恒 李敬倫

球員12 李曉峰 施振邦 黃家倫 黃展康
WHITE

JOSHUA ROBERT

TRAHERN
趙偉烈 羅耀威

球員13 盧子康 呂鍵楠 唐易謙 莊裕東 李兆恒

球員14 黃天宝 陳鏡賢 韓錦堂 李家慶

球員15 鄭偉宏 陳晉熙 林志誠 林倬宏

球員16 許諾言 蘇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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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J-4 K-1 K-2 K-3 K-4 L-1 L-2 L-3

隊名 機場勇士 南狐B 朝聯B 軒銘(B) 同浦

Teame Name Wolf's B FORCE
HE BASKETBALL

WERHE
HIN MING (B) BibiDada B PRO

球員1 鄧啟明 黃中偉 何顯礎 錢驤龍 徐景熙 史峻澧 林韻倫 廖偉基

球員2 范子進 羅兆祺 蔡文峰 梁志偉 張紹強 張皓程 林曦汶 羅霆峰

球員3 何鴻鈞
CURTIS, Mitchell

Christopher
陳晉熙 關家俊 蓋達偉 孫希楊 藍俊傑 許志恆

球員4 張汶宇
BRADSTREET III,

Richard Wild
陳智康 陳惠傑 郭俊軒 冼詠漢 藍梓傑 葛東錚

球員5 徐卓謙
ULMER, Julian

Jerome
林耀康 陳煜明 曾惠利 林俊杰 石宇軒 黃銘樂

球員6 李冠文 曹年康 唐國樑 邱浩明 李偉浩 王煒豪 江達成 郭俊傑

球員7 趙顯基 廖國甫 周鑫霆 陳子聖 周德安 葉文兆 吳嘉倫 鄧樹堅

球員8 陳宇鏗 梁卓奇 周澧廷 黃浩俊 邱子傑 楊偉傑 賴沛豪 李澤森

球員9 葛俊穎 孫家駿 李展昇 何俊鏗 陳家良 林嘉良 張啟志 王志凱

球員10 楊嘉勝 陳代傑 梁銘賢 李坤潮 SHRESTHA Rajeeb 李浩基 曾漢廷 潘銘聲

球員11 黃穎衡 劉栢邦 周家朗 姚展邦 歐陽志偉 朱俊希 賴華德

球員12 姚卓晞 陳志堅 陳廸俊 黃梓楊 廖慧森 陳俊庭 蔡志仁

球員13 麥家揚 馬文輝 陳健偉 梁有榮 陸震宇 淩立文

球員14 楊浩鈞 翟泓汛 顏永鴻 李翹峰 高耀明 劉靈輝

球員15
Rice Zachary

Terrance
翁嘉豪 吳紀洋 陳智文 郭子濠 黎勛華

球員16
 WELLS Alan

Frank
葉尚澧 宋容清 王盛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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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L-4 M-1 M-2 M-3 M-4 N-1 N-2 N-3

隊名 豐玉16 貫昇(A) 安樂工程集團
香港飛機工程有

限公司
王華湘 豐玉18A 馬友

Teame Name ATAL W.F.C HAECO MOS Miracle

球員1 鄧展峰 張偉傑 張志宏 黃文傑 劉紹江 林逸楓 周嘉亮 陳子健

球員2 陳頌文 李卓楓 陳麒豐 彭峻 余惠平 張鎮濠 文啟忠 梁灝華

球員3 黃超文 溫焯庭 趙煒霖 黎梓軒 劉振昌 郭釗堯 唐嘉爵 葉震宇

球員4 黃振拔 王澄川 李家信 冼卓嵐 胡子輝 黃浩霖 馮韋麟 林皓勤

球員5 黃耀進 梁祖誠 李俊霆 楊洛勤 黃鑫樂 劉祉杰 張子基 利沛倫

球員6 李志偉 張浩 楊梓豐 鄧博謙 梁永健 鄭顯光 梁家俊 潘達文

球員7 何耀基 柯澤朗 梁子健 鍾震燊 陳駿龍 鄧焯文 曾嘉豪

球員8 葉廣清 陳希恆 黃紹龍 李文添 潘銘揚 鍾鎮輝 麥頌熙

球員9 李述榮 許家權 王嘉震 黃曉熙 歐陽永裕 關善宏 蔡建業

球員10 林智聰 區概如 黃家成 蔡曉銘 鄭傑忠 吳子宏 麥豈榤

球員11 黃啟軒 黎展通 文家鴻 王業樑 陳俊軒 廖人傑 黃志聰

球員12 吳國熹 廖添粵 梁梓杰 溫定邦 周振邦 黃裔謙 李家豪

球員13 陳仲文 蘇雋軒 黃健榮 陳兆峯 丘翹銘 譚皓銓 楊國康

球員14 安澤宗 梁溥霆 翁鎮豪 蔡悅豐 葉浩祥 盧旨傑 曾冠軒

球員15 蕭廣成 郭敬諾 伍麒昀 陳至順 鍾宏禧 郭俊輝

球員16 吳梓聰 謝旻圃 陳文俊 馮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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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N-4 O-1 O-2 O-3 O-4 P-1 P-2 P-3

隊名 朝聯A 梁省德 鑽浸B 三一乙 中英 康仁體育會 豐玉15

Teame Name LSTC TRINITY KING'S FITNESS C.Y WELLMAN

球員1 蔡禾軒 蕭亦晴 陳俊民 朱文凱 張浩霖 李富權 郭俊華 董豪君

球員2 梁志偉 凌嘉傑 鄧洪輝 葉孝廉 王家誠 鍾湛熙 謝俊邦 駱俊熙

球員3 許得力 鍾昊然 譚柏昌 黃繼恩 載文斌 周永康 蔡家豪 何弘匡

球員4 范肇均 陳韋彤 湛志剛 曾皿獻 呂志仁 劉秉傑 彭俊傑 林世勤

球員5 呂鼎廉 陳錫豪 楊家禧 何肇峰 丁孟洵 邱子涵 黎永佳 盧漢睿

球員6 葉偉恒 呂雄杰 吳晉駒 謝銘桐 伍皓源 馮太喜 王君笠 陳奕龍

球員7 卓銘基 鄭輝 吳浩文 李啟偉 王偉賢 劉繼浩 黃建強 潘家傑

球員8 林家偉 蘇蘭勳 陳家輝 陳偉傑 溫子豪 張偉業 勞偉康 覃家偉

球員9 張俊賢 陳俊傑 古運雙 黃觀生 廖鎮塬 廖鎮恆 方德文 潘兆鏗

球員10 廖志幫 何偉成 黃朗彥 李健欣 吳民順 鄧愷駿 梁浩文 朱卓生

球員11 莫榮富 羅子龍 吳萃俊 湯志良 曾詠朗 呂嘉偉 洪漢賢 黃祖賢

球員12 陳梓樂 劉松杰 吳嘉強 李啟洪 覃卓楠 劉俊華 胡家晉 謝家曦

球員13 黃浩賢 鄭康偉 蘇峻頞 陳大霖 李顯鋒 張子龍 黃文威

球員14 黃文凱 江啟豪 黃家豪 馬廣正

球員15 陳偉麟 李澤禧

球員16 鄭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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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P-4 Q-1 Q-2 Q-3 Q-4 R-1 R-2 R-3

隊名 曉青一隊 賤熊 南國(青年) 首級籃球隊A

Teame Name HIU CHING CSD SML(II) Ted's Basketball OBServation Southern Kingdom Le Stars LevelOne Basketball A

球員1 麥松偉 任煒明 陳正傑 鄺智偉 梁凱威 潘承軒 張凱諾 梁貝尔

球員2 任希揚 蔡清 陳兆基 蕭興偉 戴學研 王子豪 連德智 謝奕恒

球員3 郭俊軒 鄺偉澎 鍾俊堅 葉光明 曾家裕 羅鈞豪 莫永輝 陳煒麟

球員4 袁家聲 張樂健 何綽謙 林家譽 伍穎濤 郭敦豪 林子源 陳栢鴻

球員5 梁銘佳 謝偉麟 吳志耿 陳健華 陳頌亨 莫展豪 林浩基 黃德朗

球員6 梁國全 崔凌瀚 譚兆俊 麥國昌 王嘉俊 阮卓堅 馬德鋒 黎瀚銘

球員7 姜文生 蕭景耀 黃國豪 陳殿亨 甄子健 陳君彥 伍偉晴 吳兆泰

球員8 楊誌榮 王曉東 余啟明 喬進 李柏樂 黃洛鋆 楊誠宗 李匡民

球員9 黃文彥 張威揚 余啟俊 關晉庭 陸浩倫 王潤康 陳傲恩 梁皓森

球員10 蔡念珩 李若軒 黃源 陳瑞成 馬耀熙 胡家豪 盧洧 溫喆璘

球員11 歐柏賢 楊思偉 梁元彰 葉栢麟 曾衍舜 鄧靖哲 何國賢 羅仲城

球員12 朱倍生 唐子軒 吳文洛 袁浩成 伍暋彥 許俊溢 黃晴峰 蕭鈞洋

球員13 陳永勝 馮沛恒 周永富 熊家俊 王潤 黃智樂

球員14 楊灝華 敖耀峯 馮淦謙 陳樂謙 黃正傑

球員15 陳亦賢 殷浩俊 蘇嘉樂 廖浩銘

球員16 曾慶鵬 張兆峰 陳天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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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R-4 S-1 S-2 S-3 S-4

隊名 歡騰(B) 晉峰金融 曉青三隊 火雞 奮進

Teame Name NOEL Hiu Ching Turkey

球員1 施侑汶 廖成標 黎子健 鍾藻濤 王澤潤

球員2 陳保希 呂能威 莊嘉樺 黃錦烽 王駿財

球員3 蘇雋軒 余健偉 郭定軒 王瑞麟 李建灝

球員4 梁瑋臻 何政謙 劉家銘 陸冠恒 鄭永康

球員5 賴兆奇 鄭浩賢 林振霆 梁家順 徐澤成

球員6 梁銘基 丘至剛 王堯南 袁嘉維 黃子維

球員7 盧家民 沈峰瓴 譚浩民 王良波 練啟華

球員8 邱耀宏 方偉坤 甄達富 陳真仁 余俊諺

球員9 薜永發 張家雄 葉子榮 羅敬 李卓男

球員10 張浩朗 張振皐 黎寶樂 梁柏康 陳家明

球員11 吳道道 蕭振業 范曜麟 張善行 黃栢堅

球員12 邢家朗 葉宏輝 鄒家雄 鄭宗耀

球員13 張廣安 簡學悕 劉兆東 劉錦濠

球員14 施侑亨 劉旻宙 趙崇理

球員15 曾永坤 周金霆 李家衍

球員16 林卓賢 李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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