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隊名 永倫 挑戰者十八鄉 馬青少 建福 名城 傑志 安邦

Teame Name WINLING /WBC Festival Home KIT CHEE

球員1 梁民熊 余俊諺 巫泉傑 霍溢鏗 黃威雄 茹宏康 郭晉軒

球員2
HOSFORD IAN

 DANIEL
溫家俊 歐陽健斌 陳仲衡 李志豪 林其鋒 蔡汶峻

球員3 霍嘉銘 丁國晉 黃志聰 陳建輝 趙嘉晉 林嘉浩 蘇勇軒

球員4 潘志豪 陳梓康 郭俊輝 謝子文 晏慕龍 羅暢明 陳浩德

球員5 周迎堅 鄭永康 戴鈞傑
ALTARE Jos

Daryu
謝嘉浚 梁浩添 朱宏達

球員6
KEPKAY TYLIR

ALEXANDER
王冠喬 梁志鏗 王凱榆 李浩然 洪 俊 顧澤琛

球員7 許烜行 朱梓麒 葉錦浩 莫浚軒 陳浩文 伍偉倫 劉浩男

球員8 廖健鋒 李建灝 張廷康 吳熲蘅 葉梓燊 許耀鋒 陳佳豪

球員9 魏詠輝 吳 傑 黃志超 葉佳銘 呂嘉振 周卓軒 陳宣杰

球員10 連浩駿 陳子杰 葉煦生 朱家樂 陳文禮 陳子彬 馮泳行

球員11 劉俊鴻 周俊濠 李英浩 胡子濠 勞傑朗 張振昌 何銘熙

球員12 黃浩賢 鄭栢圩 吳浩鈞 陳傳威 陳昊銘 鄧加禧

球員13 張國銓 陳昱維 陳長勝 黃錦濠 鄧子宇 梁溥霆

球員14 程子朗 胡思晉 陳長河 王俊文 陳嘉浩 蘇億源

球員15 何俊杰 陳雋暉 陳俊文 劉晉傑 盧柏希 鄧灝朗

球員16 曾浩然 司徒加珩 黃永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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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隊名 遊協 友聯 時尚中國 消防 駿業體育會A 建青 南華乙

Teame Name HKPA NSF
CHUN YIP

SPORT CLUB  A
UPS

球員1 洪方俊 梁世邦 姚 淅 黃亦霆 陳嘉軒 李俊賢 洪子駿 蔡漢文

球員2 張永生 卓思昊 鄭成龍 黎銘彥 朱俊銘 曾浩威 羅子傑 黃 進

球員3 布偉光 孔展程 鍾家豪 李潤培 溫啟宗 鄺諭民 林熙耀 鍾家豪

球員4 錢嘉豪 郭君傑 張梓輝 馬子傑 毛柏翰 黃景駿 李樂盛 王俊傑

球員5 林俊達 邱嘉偉 黃梓軒 王子豪 湯國賢 何哲捷 張復勝 李明華

球員6 關洛賢 羅霆鋒 唐浩文 李啟恒 黃俊傑 陳逸峰 彭世琛 黃國駒

球員7 吳嘉軒 伍梓峰 鄭寶揚 黃漢邦 招宗活 鍾瑋峻 張希泓 葉玉榮

球員8 余耀明 李盛昌 林志輝 許揚烙 謝國柱 李俊澄 林英喬 林偉賢

球員9 葉思諾 甘俊輝 吳直謙 黃永良 蘇倬弘 林鉦易 高金衛 鄧永康

球員10 歐文卓 林晃納 陳子朗 黎樂豐 張正樂 芥切勇太朗 何子聰 吳國良

球員11 侯澤鋒 陳林海 鄭鋆煒 李競涵 黃裕康 陳錦鋒 李傑樺 林偉傑

球員12 麥家和 陳禮全 潘嘉駿 李家盛 白朗濤 李智光 周富謙 曾俊業

球員13 李瑜豐 鍾浩輝 呂志明 許澤森 徐紹鈞 林熙朗 徐浚豪 蔡思浩

球員14 陳仲顯 吳永豪 趙家威 陳穎豪 楊常靖 王 嚴 關智忠

球員15 余明峯 黃繼樟 許力允 蔡健豪 劉子軒 蔡健樂

球員16 梁廸舜 劉駿彥 李翱亨 盧紹權

C D



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隊名 將軍澳少年警訊 安保漢友 飛鷹 公民 新野B 建龍飛馬

Teame Name TKO JPC
ABLE HON FRIENDS

BASKETBALL TEAM
EAGLE TCAA NEW WILD B MKBA

Pegasus

 Kin Lung
C2 SPORTS

球員1 繆文鋒 曾創發 郭智烽 岑偉仁 歐沛賢 黃偉斌 黃偉琪 袁嘉豪

球員2 張晉熙 溫梓豐 梁浩文 鄭子仁 林誠琨 黎俊昌 劉家傑 黃嘉棟

球員3 鄺浩弘 黃梓豐 楊劍青 王鍵鏓 張浩泰 余宣賢 劉嘉榮 卜聿揚

球員4 張文樂 蔡駿賢 龐加曦 李俊豪 鄒浚驊 連駿輝 朱梓鎔 陳奕駒

球員5 陳可銳 趙鍵鋒 龐永曦 陳聖琦 陳駿樂 吳偉光 彭逸匡 葉俊鋒

球員6 姚彥朗 殷兆俊 周震霖 成駿材 羅澤星 張國淊 李旭川 黃裕杰

球員7 麥煒祺 李浩俊 陳宣龍 蔡煒松 卓 湧 李 寧 邱廣華
SHEIKN Muhammad

 Sulaimam

球員8 李傑豪 黃銘德 周鍵衡 吳諾銘 戴梓傑 楊俊傑 程健文 方智偉

球員9 葉陶健 黃俊財 黎梓健 林煒然 賴灝宏 劉鈞鵬 蔡鴻興 陳浩然

球員10 余俊豪 朱浩雯 林偉康 曾衍峻 劉智謙 甘力行 朱耀楚 樊啟然

球員11 張聰睿 鄺錦昌 陳威達 陸皓昕 丘浩賢 李啟聰 韓天次 陳仲偉

球員12 SINGH GURBHEJ 王超望 曹盛源 梁青為 方國樑 馮嘉豪 陳永勝

球員13 SIGH KUNAULDEEP 易漢暉 王鎮煒 單樂銘 胡榮燊 李敬樂

球員14 吳俊恆 夏域奇 何宗傑 李超然

球員15 林家滿 黃宏灝 張錕濤 黃灝賢

球員16 鄭文璁 黃玠衡 劉家宏

E F



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隊名 晉龍WTS 新青聯會A 湛籃 永 衡 標準福建 悠悠 香港大學 新野A

Teame Name MYAA  A Azure Enternity Fukien YAU YAU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EW WILD A

球員1 王健朗 黃文俊 梁文俊 張浩賢 蔡龍德 魏銘治 湯 桓 陳宗揚

球員2 陳仲儒 林雋傑 潘雄強 曾坤鴻 劉凱濤 陳天緯 霍曉賢 周兆勤

球員3 葉永恒 梅世融 陳玉麟 曾珞璘 陳耀祖 張盛誠 許基駿 許安傑

球員4 梁智康 龔幟峰 伍俊光 胡毅哲 盧冠喬 周梓康 張馳岳 楊勁峯

球員5 蔡偉俊 庄楚彬 梁祺笙 蔡忠軒 韓旭健 曾松漢 郭 禹 袁傑賢

球員6 梁志軒 朱振樂 布文浩 張子洛 謝文俊 韓兆偉 邱靖瀚 黎子勤

球員7 樊展喬 林陸偉 譚子健 劉永熙 楊瑞鴻 劉寶業 何晉謙 余偉霆

球員8 方嘉駒 陳惠坤 鄺港杰 張徵賢 馮逸朗 蘇兆麒 李浩軒 周梓樺

球員9 區浩軒 盧民皓 梁銘基 林晃廷 林 羽 曾 磊 李靖軒 梁俊謙

球員10 石子賢 廖國甫 曾永坤 蔡浩然 鄭錦興 李健朗 王嘉俊 鄭灝寧

球員11 何朗恆 達侖夏威星 張景禧 余浩軒 廖鈞浩 陳瑋霆 甄子健 潘俊傑

球員12 李嘉煒 鄧光博 林躍峰 陳子彤 蘇伊俊 馬浩俊 盧智健 王清朗

球員13 陳可鈐 梁顥耀 馮嘉浚 歐陽廣生 施少豪 石皓賢

球員14 楊狄斯 高健恒 蔡志浩
BULLEN CHRISTIAN

MATTHEW
施少龍 李启成

球員15 劉雙鋆 劉偉強
RICE ZACHARY

 TERRANCE
丁旨鋒

球員16 黃灝汶 徐遠征
Bentulan, J Dylan

Fourier Gauss 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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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隊名 青年 友邦B 康仁安邦 少林 藍鷹 駿業體育會B

Teame Name Nexus Youth Wellman On Pong U16 KMA
CHUN YIP

SPORT CLUB  B

球員1 馮卓業 羅啟軒 林啟業 龐樂然 陳耀文 譚孝良 冼鶴峰 陳景浩

球員2 王耀全 陳卓朗 陳匡廷 周凱文 林 煥 林子進 趙挺笙 潘潤暉

球員3 阮俊延 柯冠宇 周德安 連嘉洪 何欣浩 伍澤軒 方紹沖 何鴻杰

球員4 沈羿曈 莫梓皓 甘鎮陞 黃燦康 陳子霖 劉寶康 楊曉勤 鄭梓添

球員5 郭誌軒 胡銘康 黎柏榮 何倚豪 劉嘉皓 梁嘉浚 陳祉光 施俊麒

球員6 周俊灝 劉展鵬 鄔健華 李樂軒 陸浩倫 何鴻賢 吳焜耀 黃啟書

球員7 張君豪 賴卓雋 徐澤林 陳耀威 蔡家榮 何鴻德 趙挺鋒 區展鵬

球員8 吳民隆 葉晨聰 李卓楓 林曉智 戴陽杰 吳冠陞 黃鈞麟 周庭希

球員9 連智東 李嘉禧 張永約 黎家樂 余厚勤 何鴻卿 馬晉傑 陳子軒

球員10 劉偉聰 歐陽承傑 陸子樂 黃峻顯 梁栢希 張卓熙 林曉軒 林錦樂

球員11 陳錦軒 莊曜政 李柏男 許偉楊 余宣賢 梁珈豪 朱竣煒 張欣健

球員12 莊俊宇 陳煒皓 葉衍佑 鄭天燊 吳嘉隆 王柏翹 郭子謙

球員13 郭峻灝 王澄川 劉 健 李清淼 郭嘉華 黃啟源

球員14 郭軒男 楊仲銘
AKHTAR ZESHAN

AKHTAR
鄭家榮 馮景聰 余忠豪

球員15 郭軍麟 呂以源 梁浩然 馬晉華 李俊彥

球員16 郭凱文 任惠峰 倪霆璁 楊樂勤 白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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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隊名 培友 黃大仙長風 新青聯會B 南青 捷群 友邦A 自力

Teame Name WTSDRSC MYAA  B Starry Sky

球員1 周世健 陳樂軒 張境軒 余尚駿 蘇恩樂 陳子健 區概如 阮俊瑋

球員2 吳宇燊 鄒俊國 張永源 林俊偉 楊子豐 陳正森 梁祖誠 陳永曦

球員3 黃 希 藍健文 胡家寶 陳澤祺 何倚富 曾顯煒 蔣偉皓 葉文俊

球員4 施騰皓 林沛聰 吳思朗 袁達恩 陳怡富 謝世昌 刁卓懷 劉孝軒

球員5 黎博文 陳卓麟 Shan Mehran 唐建彬 蕭俊傑 王志樂 唐鎮鴻 陳冠延

球員6 黃俊燁 張煜良 陳浩洋 張浩然 楊嘉駿 呂浩宏 溫焯庭 林基豪

球員7 倪 靖 徐凱明 佘上一 杜泳陽 潘文豪 黃詠麟 庾柏霖 陳正博

球員8 陳得璋 郭豫康 林子健 吳樹橋 曾湛元 戴駿賢 謝正軒 鄭悅彰

球員9 霍駿毅 羅啟睿 杜俊賢 陳梓維 葉耀邦 朱賢煒 楊澤佳 張子浩

球員10 鄭浩洋 徐樂熹 劉浩霆 陳嘉進 張延隆 林嘉強 蘇雋軒 謝家駱

球員11 謝文豪 郭梓賢 潘嘉俊 林應富 關雋陶 黃偉豪 潘煒誠

球員12 施瑋豪 曾嘉晉 羅俊浩 蔣文傑 張峰碩 鄺鎮杰 陳永鏗

球員13 李樂健 胡雅皓 朱俊傑 蔡再南 黃偉恒 楊伯豪

球員14 陳浩賢 蔣學澄 鄭宗耀 林文政 葉偉恒

球員15 黃浩城 何朗勤 楊子輝
ESPIRITU LLOYD

JEFFERSON A.
莊文傑

球員16 文家俊 鄭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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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M16

組別

隊名 美星 祟德校友飛鷹 青峰 晉裕 滿貫 七喜 南狐A

Teame Name
Shung Tak

Alumni Eagles
Chun Yu TYCOON SEVEN UP WOLF'S A

球員1 張家銘
BRYANT  AUSTIN

M
劉振邦 吳浩賢 楊文綱 鄭 泓 劉振星

球員2 王偉賢 彭懿葭 李弘光 羅卓熙 張偉康 香浩賢 楊城焜

球員3 麥訊霖 呂銘彥
Marsh Anton

 Luis
黃子聰 周家駒 李俊熙 周德禮

球員4 李子熙 楊仲翹 馬加雋 黃翊鋒 歐陽維江 林永泰 蔡繼明

球員5 胡俊飛 李子凡
Gonda Lorenz

Angelo Aguila
黃文康 吳家麒 羅耀承 余奧圖

球員6 何彥俊 謝爕雋 JOSHY LEONARD 莊鍵輝 葉俊傑 周俊廷 馮智來

球員7 劉子豪 林子聰 余瑋男 古文東 林俊光 翁建琛 劉康文

球員8 葉浩明 麥嘉榮
HILLS Alastair

Mark
李梓鋒 譚子健 陳政亮 余嘉寶

球員9 嚴文浩 韋子才 朱霆鋒 李頌民 方誠義 陳俊延 楊浩鈞

球員10 蔡達庭 司徒偉傑 文俊傑 李梓浩 黃鎮煒 陳凱業 范永賢

球員11 彭翔禧 何權晉
KRISCIUNAS

VYTAS
趙嘉雄 蔡再懃 陳煒森 余普生

球員12 謝俊傑 陸子軒
SAATORI

Asher Gahriel
何倚楊 鄭凱煒 陳健愉

球員13 鄧峻霆 鍾俊昇
DEY Hugh Keith

 Cameron Fernandez 鍾嘉朗 鄭成志 麥子健

球員14 許力允 胡兆智 周健宏 林卓豪 黃樂恆

球員15 陳嘉新 蘇志樂
FERGUSON ERIC

 FAVARION
楊普喬 黃灝汶

球員16 鄭泊浠 林凱光 李紹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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