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名 八方永倫A 心籃銀狼B Alln A 南華

球員1 梁浩然 司徒瑋 岑嘉煒 陳達羲

球員2 劉泓正 鄧偉豪 蕭瑋耀 莊樺銘

球員3 楊笙皓 丁展峯 陳柏霖 張希泓

球員4 林沛聰 盧日勤 嚴俊傑 楊栢豪

球員5 柯冠宇 施進謙 楊智愉 林民淇

球員6 高志豪 趙浩銘 朱廣庭 王銘賢

球員7 石港峰 盧永東 黃嘉俊 龍子傑

球員8 黃子浚 黃耀霆 蕭永豐 萬凱文

球員9 朱家豪 薛嘉穎 周湛峰 張晞哲

球員10 馮嘉禮 郭軍麟 李樂盛

球員11 李宗憲 劉榮浩 羅子傑

球員12 藍健文 陳銘深

球員13 李翱亨 鄧靖哲

球員14 冼耀星 楊柏豪

球員15 林英喬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少年組 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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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Alln A 挑戰者十八鄉A Endeavour 南華 C2 SPORTS 康仁體育會 新青聯會-U18 挑戰者十八鄉

球員1 韓兆偉 李澤瑩 周俊濠 何子聰 謝家駱 蘇勇軒 林文政 林展飛

球員2 葉耀邦 王澤潤 鄒俊榮 蔣浚軒 葉文俊 徐頌然 梁卓飛 陳嘉浩

球員3 張國鵬 王駿財 周頌文 張延隆 李瑜豐 陳永熹 鄭子希 葉俊希

球員4 何旭峰 王俊彥 郁俊彥 張峰碩 葉俊鋒 張文浩 李偉傑 鄧子宇

球員5 張鐸鍇 陳鶴良 劉燦榮 蘇冠維 卜聿楊 陳耀威 周卓霖 冼焯熙

球員6 關洛賢 李啟達 黃楚軒 曾湛元 陳冠延 蔡方智 何權晉 文浩軒

球員7 石子賢 陳浩川 劉頌恆 楊嘉駿 劉孝軒 羅承禧 杜一衡 李超然

球員8 黃健樂 陳梓康 陳錦濤 陳仲文 陳永曦 王天卓 林子傑 蔡兆維

球員9 黃俊捷 曾子豪 翁浩然 鍾曉頴
SHEIKH Muhammad

Sulaiman
姚梓浩 陳文樂 文毅飛

球員10 俞資俊 吳卓峰 俞家豪 蔡再南 馮俊聰 葉仕彤 鄧永康

球員11 張哲滔 梁浩鋒 陳可鈐 劉子軒 丁旨鋒 梁智康 吳任豐

球員12 梁求芹 陳家豪 洪子駿 吳思遠 伍澤軒 歐陽啟迪

球員13 朱梓麒 韋子才 程可豐 李逸鳴

球員14 陳樂文 郭華龍

球員15 徐澤威 李俊武

球員16 李建灝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青年初級組 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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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C2 SPORTS 漢友 僑聯 新青聯會-U21 元動樂 黃大仙 康仁體育會 飛鷹

球員1 李國威 蔡駿賢 李嘉煒 林陸偉 朱梓鎔 李子杰 連嘉洪 袁兆慶

球員2 陳正博 朱浩雯 黃文康 潘嘉俊 茹宏康 晏慕龍 朱佳奇 麥嘉榮

球員3 李旭川 曾創發 李志豪 周俊豪 劉晉傑 陳卓賢 蔡汶峻 林子聰

球員4 蔡鴻偉 葉晨聰 楊瑞鴻 陳逸陞 袁生 莫浚軒 黃燦康 鄧永樂

球員5 易晉樑 徐智賢 司徒加珩 陳浩洋 李梓鋒 王俊文 周凱文 方敏聰

球員6 譚健聰 朱福林 董家栢 陳冠嵐 吳俊恒 陳浩德 余祖為

球員7 韓天次 安家仲 鄧竣升 林晉逸 陳怡富 郭晉軒 鄧劍英

球員8 黃裕杰 潘文豪 黃振雄 姚明政 王展希 廖鈞浩 余祖為

球員9 陳慶鋒 池蘊航 游子凱 吳偉勝 吳潁蘅 顧澤琛

球員10 劉家傑 劉雙鋆 郭浩榮 劉晉傑 John Mcanthony 任惠峰

球員11 潘詩臣 廖健鋒 羅洛喬 周永泰 胡子濠 呂嘉振

球員12 勞浚明 劉展鵬 朱煒峰 許烜行 楊睿騏 郭宗正

球員13 張彬賢 黃子聰 劉宏基

球員14 邱廣華 張啟志

球員15 黃銘德 壽弘凱

球員16 梁諾恆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青年高級組 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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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康仁體育會 僑聯22 Dream C2 SPORTS

球員1 謝再生 莊鍵輝 黃衍嵐 袁嘉豪

球員2 劉凱濤 歐陽廣生 吳家麒 陳家榮

球員3 張偉康 翁曉飛 馮逸朗 陳梓仲

球員4 陸子軒 黃尹聰 謝文俊 林俊達

球員5 陳耀祖 李浩然 葉煦生 蕭俊傑

球員6 蔡龍德 朱昇 林皓勤 方智偉

球員7 陳家進 呂以源 董德文 林偉鏗

球員8 羅文光 黃翊鋒 郭俊輝 梁民熊

球員9 歐陽維江 李梓浩 陳榮偉 胡卓斌

球員10 馮嘉豪 黃培基 戴鈞傑 林慶麟

球員11 馬家維 古文東 吳俊欣

球員12 陳仲豪 黎匡宗 歐陽健斌

球員13 鄧志恒 陳文勇 鄭旭

球員14 葉俊傑 梁志傑

球員15 鍾俊昇 黃旭昇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壯年組 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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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WCI Swingman NSF 朝聯A CSD 悠悠 軒青 教聯

球員1 張永佳 黃土葉 謝旭 邱嘉偉 謝偉麟 李兆鋒 陳智文 李劍明

球員2 李志豪 伍偉洪 朱世峰 廖志幫 鄺偉彬 邵凌峰 黃偉華 吳傑生

球員3 梁有榮
Hills, Alastair

Mark
姜明鋒 梁志偉 馮沛恒 潘錦銳 林嘉良 鄧華超

球員4 何孝明
Pellis, Esteban

Lousin Olivier
鄭成龍 黃嘉浩 張樂健 李嘉偉 蕭鳴遠 崔健成

球員5 陳宇健 黃海傑 姚浙 許得力 敖耀華 冼嘉煒 楊偉傑 蘇志謙

球員6 鄧永齊
CHENARD Charles

Aenry Marie Michael
冼東樂 范肇均 余秉堅 黃彥彰 管智悅 林承熹

球員7 蔡樂天 謝嘉浚 張梓輝 羅浩培 李若軒 周梓康 葉文兆 趙偉恆

球員8 李豐原 邱靖瀚 霍佳佑 蔡禾軒 蘇浩南 華積士 樊啟然 鄭國偉

球員9 Leung Chun Hung 黃科傑 黃峻瑋 呂鼎廉 蔡清 黎梓皓 蔡志浩 張子龍

球員10 伍子樂 黃祥凱 李健豪 陳國申 張威揚 趙祐君 李浩基 鄭鋆煒

球員11 李兆恒 許子樂 張城康 殷浩俊 布偉光 雷智恆

球員12 羅耀威 蘇智賢 任偉明 歐陽志偉 高煜恆

球員13 李樹榮
Altarejos, Daryll

Marr Manayan
黃子駿 林耀彤 蕭劍榮

球員14 黎朗熙
Perkins, Damion

Cartez
李文偉 黃志明

球員15 唐浩文 蕭景耀

球員16 葉慶敏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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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HEEP YUNN B 永青 英華 Celine Ho

球員1 吳欣潼 黃惠婷 黃婧霖 黃少茵

球員2 梁皓雪 李樂韻 蔡慧勤 嚴廸欣

球員3 廖貝兒 高嘉彤 何熙睿 陳旖凡

球員4 楊沅思 陳樂如 陳芷柔 黃君妍

球員5 黃悅程 陳樂然 張予恩 胡嘉榆

球員6 蔣思琪 關海珮 楊溢希 譚寶儀

球員7 溫詠芯 李雪游 孫嘉怡 許靖琳

球員8 潘耀敏 林靖 譚貝瑜 梁梓穎

球員9 施啟諾 張耹山 謝洛昕 曾美瑞

球員10 李樂瑤 鄭芷晴 鄧羨彤 李愫煣

球員11 陳皓靈 鄒璟榆 馮希桐 張穎琳

球員12 車盧海玄 徐納婷 羅鑠名

球員13 吳婷欣 黃小晴

球員14 倫善彤 林芷源

球員15 顧凱盈 方鎧銚

球員16 馮珀希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少年組 W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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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青中 英華 南華 Oyster (A) 漢華中學 新野18W 真道一隊 Heep YunnA

球員1 石文雅 陳凱欣 劉嘉敏 譚穎彤 李湘茹 李樂怡 黃朗曦 徐穎榆

球員2 陳思悅 張樂童 莊嘉敏 劉常學 馬丹鳳 黃鈺堯 翁躍暄 陳欣汶

球員3 蘇雅雯 周芷澄 陳玲 林汛玲 陳芷平 楊涴晴 陳彥澄 鄧秋怡

球員4 魏星 張樂怡 張絲晴 文曉情 周敏 黃穎希 胡羨林 劉芳盈

球員5 劉穎琪 陳煥榆 黃韻晴 唐晶晶 劉君彤 張靜美 老維思 黃卓寧

球員6 羅雅穎 莊敏奕 饒樂雅 莊宛珊 李彥儀 胡銘桐 張靜嵐

球員7 陳諾言 洪詩瑩 鄧卓盈 李珈翹 何承蓁 陳盈諾 吳子筠

球員8 陳穎欣 莫小琼 李佩茹 王巧怡 徐安誼 李曉晴 梁曉琪

球員9 林普茵 吳芊慧 陳詠詩 李逸霖 蕭凱筠 謝劍峯 黎雅雯

球員10 溫玉瑩 蔡欣穎 陳卓琳 劉倩婷 謝栢麗 張晞瑜 陸施晴

球員11 溫冉瑜 黃栢君 何佩盈 陳碧珊 吳宛珊 鄧綽妤

球員12 張鴻欣 黃巧嵐 郭惠玲 蔡穎芝 李芯穎

球員13 鄧佩鈴 劉海桐 李欣樺 蔣悅容

球員14 區文蔚 周旨程 馬懿晴

球員15 張嘉欣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青年組 W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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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香港大學A 南華 七喜 新野21W OYSTER (B) 寶覺

球員1 曾子珈 林海彤 朱恩藍 黃伊澄 何詠詩 陳思瑜

球員2 馬樂容 鍾詠曈 楊芷晴 梁潔儀 陳梓琪 李晴欣

球員3 吳穎芝 黃朗晴 羅敏沖 鍾惠君 許婉彤 潘穎雅

球員4 王禹栞 鄺鈞榆 梁詠琪 謝煒均 陳思佑 林緯諾

球員5 王詠茵 林懿心 蔡懿德 甘文慧 鄧凱蓉 鄭卓珺

球員6 吳婧嵐 謝秀婷 曹汶慧 胡嘉雯 潘芷晴 蔡欣錠

球員7 梁恩浩 李家頌 尚栩熒 鄔慧心 周嘉琪 黃慧玲

球員8 黃頌慈 曾凱嵐 蔡睿琳 劉惠兒 郭欣瑩 黃芷晴

球員9 陳頌怡 梁美怡 邵曉澄 張靜美 楊茵 文卓琳

球員10 方芷茵 區佩琳 周紀意 李彥儀 羅嘉璇 陳瑤

球員11 曾諾怡 馬綽嬈 朱雨昕 何承蓁 鍾海琦 鄧楚琪

球員12 吳嘉曦 鄧佩鈴 林穎彤 陳雅琪 張珮璿 陳穎芝

球員13 樊頌然 余韻婷 萬家欣

球員14 楊詠淋 王巧怡

球員15 李欣翹 李逸霖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青年組 W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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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愉園 Alln 六日 安青

球員1 駱欣宜 郭倩彤 區芷瑜 陸少蕋

球員2 楊麗儀 黃嘉雯 李芷晴 何麗鳳

球員3 徐詠儀 黃靖之 陳嘉麗 陳憬瑤

球員4 朱詠儀 黃妙兒 吳慧庭 鄭永珊

球員5 陳靜怡 羅燕梅 林靜雯 鄭詠明

球員6 劉潤兒 陳敏兒 盧茜怡 曾惠姿

球員7 黃嘉寶 劉怡 鄭韻妍 林嘉芺

球員8 李雅娜 張芷晴 周凱意 李麗娟

球員9 葉佩華 楊雪雯 黃昕鈴 黎靜妍

球員10 徐文鳳 黃瑤琳 羅永庭 廖洪慧

球員11 鄭穎琪 黃詠琳 周凱彤 唐曉蕾

球員12 廖嘉嘉 莊月清 黃嘉汶 朱嘉文

球員13 葉愛華 陳昭彤 譚雪婷 陳婷

球員14 賴麗明 謝秀欣 張蕙安

球員15 徐慧玲 薛凱琳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成年組 W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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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迪洋國際 安青 友聯

球員1 張志豪 樊錦威 劉東海

球員2 張志豪 周雪舟 劉敬揚

球員3 張寶誠 陳京林 朱皓

球員4 尹立基 何榮生 潘賜剛

球員5 李偉倫 黃海安 何文軒

球員6 翁金驊 葉漢忠 袁浩文

球員7 何國文 羅天賜 李民強

球員8 李敬倫 黃德政 李永勝

球員9 謝志強 黃寶威 梁遠達

球員10 潘廣達 劉瑞鳳 黃堅正

球員11 沈思銘 何志偉 周德光

球員12 呂楚威 蔡景如 黃嘉傑

球員13 朱耀明 何為民 鄭子龍

球員14 黃偉鴻 馬松發

球員15 翟文強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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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方永勝 ELEMENTS 活力

球員1 劉志光 馮禮青 李允慧

球員2 劉樹容 林家輝 李國斌

球員3 謝國偉 陳子忠 莫永豪

球員4 馬浩輝 黎文宇 劉嘉盛

球員5 黎展強 林良贊 莫銳坤

球員6 金春儀 戴東文 吳國良

球員7 鄭鎮源 譚振華 梁金其

球員8 安慶健 李志江 楊漢強

球員9 樊建邦 鍾麟

球員10 鄭燦猛

球員11

球員12

球員13

球員14

球員15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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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方永勝 牛津 DOS@GALLERY 籃球知友社

球員1 葉稚雄 方俊英 梁國璋 林煜文

球員2 羅福富 溫志榮 連惠興 陳文毅

球員3 廖漢棟 黃世明 李偉慈 劉九中

球員4 林永富 余秉耀 鍾偉強 陳冰俊

球員5 梁志雄 莊向明 王宋章 香淦祥

球員6 吳偉強 張俊明 鍾景雄 彭耀華

球員7 盧錦鏗 馬俊威 朱奕文 余東興

球員8 馬信光 胡潤枝 利永雄 鄧炎登

球員9 梁達森 周德財 張之達 朱永康

球員10 陳永光 尹志昌 徐爾基 林崇仁

球員11 徐嘉諾 黃偉宗 劉兆福 黃漢釧

球員12 王喬治 何富林 章美漢

球員13 呂紹權 馮松南

球員14 朱石明

球員15 周世傑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先進高級組 M55

2/11/2017 14:24



隊名 飛飛 華興

球員1 王少波 鄺贊鴻

球員2 陳姜堯 余少明

球員3 王鵬 林培坤

球員4 陳荃生 李志權

球員5 何陵基 黃耀明

球員6 許業榮 黃少斌

球員7 彭漢釗 鄭冠華

球員8 徐滿球 鄧國輝

球員9 林金鐘 黃國兴

球員10 秦德雄 羅宝通

球員11 林少忠 林汝洲

球員12 何挺盼 賴國全

球員13 GOREN OR 麥練明

球員14 呂銘丰

球員15

球員16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松青組 M60

2/11/2017 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