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4歲或以下組

隊名

(中文)
彩虹C 青中 赤子 青蔥 南華 飛飛 長天 菁英

八方

永倫

(英文) SBC SportsLab HTCSS CYMCASS

BKIDS

HONG

KONG
GREENS SCAA J2S CSWSS Endeavour JP SMASH SJPC DSA

球員1 黃彥量 周柏霖 蔡梓浩 林卓楠 朱穎俊 何朗天 夏頌軒 錢振華 崔筠揚 馮進賢 王聲沛 何卓橋 陳敬堯 劉沛弘 蔡禮安 馬明道 黃昊海 陳俊朗 劉浚偉
Pun Hui

Kwong

球員2 區棹然 林卓耀 蔡昭宇 吳家佑 吳澤譧 顏納天 鄭柏渝 倪濤 李子瑋 王樂天 張祖駿 何卓諺 黃亦朗 張栢圖 林聲灝 嚴天樂 陳宇熙 陳樂勤
Kagan

Malkani

Lai Ka

Shun

球員3 林卓諾 陳文滔 何習軒 梁晉碩 李肇朗 古浩鋒 任竣陽 張焯華 王樂禧 林漢持 莊家熙 廖宇玄 羅偉東 黎立韜 朱翹 潘浩然 陳柏延 帝理宙 楊毅文
Chen

Nigel

球員4 蔡朗天 潘愷彥 潘焯賢 余俊彥 李瀚政 羅敬裔 蔡旨諾 周旨彥 陳本晞 莫煒謙 鄧梓鴻 譚志恆 葉旆銃 曾泓誌 李尚謙 李昊龍 何彰耀 陳衍熹
Harry

Healy

Chan Pak

Yin

球員5 劉承宗 陳浩儒 梁浩天 何鎧洋 陸泳倫 達泰然 林卓灃 陳子康 趙梓匡 黃珈朗 陳誠志 許世聰 譚鈞祐 曾崇希 梁晉曦 黃愷楠 陳思朗 鄭哲行 鄭承恩
Kwong

Ching Ching

球員6 鄭健鵬 卜冠日 楊家豪 劉子睿 麥祖耀 盧毅 程俊祺 黎希桓 劉駿 羅嘉豪 鄭力豪 黃俊熹 鄧俊禧 陳樂熹 余日 范浩雲 陳思皓 羅舜嶽 余正彥 陳毅仁

球員7 周熙堯 馬維道 鄭安迪 胡承天 黃祖軒 林旻聰 鄭頌翹 葉顯睿 鍾偉文 王樂禧 朱世鵬 嚴景沖 張智傑 何鎧洋 孔令聰 郭展浩 尹澤民 王翱生 李卓峰

球員8 文佐鳴
嚴景羽

中
曾皓一 袁智鋒 葉子浩 黃偉雄 陳展聰 鄺致霆 黎恩齊 周鵬輝 鄭天樂 盧子謙 鄭棨臻 孔俊嵐 劉熙麟 張景嵐 尹永憂 冼洛霆

球員9 鄧耀遠 李柏璋 陳浩文 鄧力嘉 詹皓程 余雋朗 梁焯熙 蔡凱輝 錢樂霖 譚耀光 潘子軒 鄭曉哲 蔡嗚佳 黎家淳 林詣臻 高朗 文臻頤

球員10 利政芹 吳淳瀚 丁子峰 胡浩 劉伊秦 黃子倬 吳卓軒 梁毅俊 羅兆亨 陳嘉煒 劉卓然 黎柏朗 羅才富 鄭旨言 潘建臻 樊天逸 陳子鍵

球員11 屈卓翹 楊東皓 金東賢 麥高銘 盤梓輝 范子希 詹朗聰 林偉諾 劉俊駒 徐澤誠 廖添朗 方展謙 張澤銓 黃朗君 王珀堯 姚淩峰

球員12 王子祺 張信之 陳澤希 陳衍衛 盧卓楠 甘寶智 李兆弘 洪俊熙 雷宇瀚 黃彥凱 劉添陽 譚學隆 徐錦星 林禮彥 黃仕承

球員13 姚柏洭 吳灝謙 蘇駿傑 麥啟弢 羅卓文 嚴永豪 陳子熙 劉胤源 黃俊城 楊睿騫 曾朗謙 王祿凱

球員14
PASCO

Mark Angel 詹梓熙 黃卓烽 羅傑文 李顯龍 江智謙 鍾祖豪 張貿景 飽曉 鄧國浠 梁庭魁

球員15 盧嘉偉 林浚謙 李泓歷 嚴天樂 何俊樂 盧駿堯 張正澔 呂珀迪 黃焯峰 謝逸星 陳瑾瀚

球員16 趙浩賢 張健朗 馬德生 石梓揚 霍心謙

St.

Stephen's

College

Ball

Friend

Junio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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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9歲或以下組

隊名

(中文)
彩虹AB 青中 赤子 南華 元動樂 心籃00  心籃02 鬪魂

 心籃

精英
少年若瑟

八方永倫

少年隊

(英文) SBC Soar SportsLab CYMCASS
BKIDS

HONG KONG
SCAA Endeavour

HKFYG

JMB

球員1 黃駿皓 黃以樂 韓兆偉 區國燊 黃俊燊 黃浩澎 王銘賢 劉燦榮 李超然 唐磊 司徒偉 王希晉 林英喬 陳文業 馮浩賢 冼耀星

球員2 吳子文 蕭瑋耀 張哲滔 梁俊傑 蘇兆瑋 鄺諭民 林民淇 劉頌恆 鄧永康 譚孝彥 劉智勇 劉智謙 盧啟豐 尹梓沖 王建樂 藍健文

球員3 何國良 陳柏霖 張國鵬 梁家珏 羅翊倫 莊志堅 陳達羲 黃灝霆 吳任豐 任家俊 施進謙 李旻軒 黃偉恆 莫展豪 蔡文熙 孫季揚

球員4 黃彥霖 陳斌 石子賢 許樂軒 林子健 羅掌邦 張峰碩 郁俊彥 林展飛 鄧偉豪 黃俊僖 劉鑒鴻 陳健銘 熊家俊 茹昀樂 蔡子烽

球員5 邱家樂 郭軍麟 黃健樂 喬禮謙 馬港燊 高逸駿 蔡再南 韋子才 文毅飛 林宇晉 余明徽 梁家朗 楊嘉傑 張兆峰 鍾曜暘 鍾晉隆

球員6 丁旨鋒 劉榮浩 黃俊捷 童港軒 許曜舜 伍洛軒 張延隆 陳可鈐 歐陽啟廸 庄宇興 黃浚軒 楊浚熙 張樂晞 譚家軒 林嘉曦 陳澤浩

球員7 謝智程 連潤滔 何旭峰 楊浩龍 黃偉杜 郭政穅 蘇冠維 陳錦濤 文浩軒 盧永東 張晉僖 莊承軒 何泓政 鄔健華 胡子翹 陳冠宇

球員8 魏淏龍 楊智愉 關洛賢 王耀駿 黃永強 趙澤名 楊嘉駿 黃楚軒 陳嘉浩 張子文 薜嘉穎 鄧力山 余忠培 朱子毅 黃彥喬 鍾伽朗

球員9 仇稀立 文俊傑 郭軒男 成旗邦
GURUNG

SUCHAN
劉應添 鍾曉穎 周頌文 鄧子宇 李文傲 夏浩揚 鄧俊杰 官家宏 楊進諺 朱泳璋 許皓然

球員10 歐文輝 楊新 吳汶軒 卓奕鴻 馮嘉樂 謝天佑 文澤希 陳家豪 張國希 陳子曦 黃耀霆 賈傑文 賴卓雋 曾磊 高瑋烽 馬諾斯

球員11 龐樂然 周希臨 陳卓麟 林錦樂 霍沛霖 黎嘉樂 梁嘉浚 周俊濠 丁國晉 趙浩銘 鄭學良 李駿傑 陳俊興 彭繼寬 康焯桓

球員12 王俊文 王灝言 徐凱明 洪燚樂 羅敬毅 劉嘉豪 張希弘 鄒俊榮 李靖棋 梁家健 羅偉傑 曾俊源 劉鑒樂 李宗憲

球員13 魏志杰 羅健僖 麥振寧 鄒浩天 梁嘉裕 曾湛元 劉沛霖 黃俊源 陳梓洋 王少龍 馬昊榛 梁浩鏘

球員14 李成鏗 何震轁 鄒俊輝 陳家華 龍子傑 雷俊傑 馮俊傑 李嘉禧

球員15 陳敏聰 李靖堅 許達恆 羅健銘 高金衛 郭峻灝 賴俊逸

球員16 何峻銘 梁穎宗 林晉賢 葉耀邦 楊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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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32歲或以上組

隊名

(中文)
凱旋 懲教署  大同 赤子 鑽浸

開心

能化

康仁

體育會
高富歲

喇沙舊生

隊
元動樂 金源 嶺南 神之隊 好友

大仙國

際

(英文) Alln CSD Tai Tung
BELITE HONG

KONG DHBC HECC
LA SALLE

OLD BOYS Golden Lingnan LSA
Team of

God
Goodfriends TAI SIN

INTERNATIONAL

球員1 趙勵勇 李勇 陳俊民 王業龍 鄧洪輝 李弘光 黃健強 陳柏麟 李希賢 廖慧森 許文輝 朱榮智 吳家頌 黃漢權 藍子澧 郭子傑

球員2 侯浩庭 黃子駿 曾仲謙 高家寶 吳萃俊 袁勵森 盛志忠 林志豪 胡嘉宏 梁家俊 謝志槐 羅錦基 楊偉剛 陳碩智 鄧偉麟 陳振章

球員3 陳偉明 張威揚 蕭振業 陳健輝 黃志健 何宗傑 胡家晉 溫啟宗 陳競斌 高榮生 王盛隆 鄭文傑 許焯濠 林盛偉 陸毅陽 張皓希

球員4 朱加偉 謝偉麟 陳詩頌 王偉健 羅健文 彭智聰 謝俊邦 鄧曉嵐 盧威雄 曾志輝 洪少亞 黃嘉樂 左朝偉 歐陽永豪 姚化浩 林振威

球員5 楊光富 蔡枬軒 洪俊登 陳瑜峰 李俊業 唐尹超 蔡家豪 余中元 陳心豪 陳萍凡 王卓靈 蔡偉濠 鄒易修 歐陽智遠 尹駿源 屈耀強

球員6 郭家威 馬德鋒 王健安 蔡文峰 楊梓敬 潘正熙 陳仲豪 關家俊 周國昌 曾兆熙 林天祝 吳家銘 胡兆輝 梁超賢 吳俊輝 余卓樺

球員7 鄭耀文 蕭景耀 黎鎧瑋 柳家岑 盧國基 劉振邦 彭俊傑 麥苗 馮天佑 楊永怡 施永安 黃亦霆 葉運霖 周燕宏 鄒國祥

球員8 鄭永貴 劉健聰
歐陽展

邦
黃迎福 馮昭 鄭鋆偉 楊劍青 麥志鋒 譚曉東 陳家榮 黃志鋒 吳迪康 陳碩軒 梁振漢 文偉強

球員9 劉春霆 殷浩俊 余明峯 馬肇基 周其志 鄭志勇 劉健明 鄭耀宗 謝世昌 陳承謙 王國樑 吳家俊 石啟明 王志坤 劉智賢

球員10 梁淩鵬 崔凌瀚 黃衍嵐 李子豪 馬澤銘 伍力恆 張子龍 梁恩傑 馮康 徐毓光 王天河 盧家鏘 陳運昌 盧成輝 李啟堯

球員11 陳震宇 李翹峰 袁肇章 伍嘉文 溫潤華 魏遠鋒 許子健 翁偉樑 黃有城 林嘉良 莊景川 羅善行 陳心健 龐魏 許肇文

球員12 辛祖謙 李若軒 郭俊輝 吳家駿 郭清鴻 張展庭 陳家進 趙偉恆 麥雲龍 余永興 洪聯軍 鄭健聰 曾偉杰 陳錦輝 謝誠毅

球員13 鄭章璟 梁永熙 葉煦生 梁樂衡 鄭國義 鄭世豪 張偉業 符冰 梁民熊 蔡金生 何世強 梁景華 梁志鏗

球員14 陳樂寧 羅文光 曾憲鏜 黃偉安 黃家灝 陳耀祖 田梓滔 李育蓮 李俊偉 鄭偉忠 馬寶得

球員15 王文佑 蘇伊俊 王子建 凌建新 鄒家雄

球員16 李文偉 郭俊華 鍾國威 羅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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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39歲或以上組

隊名

(中文)
安青 告魯夫 群青 晉峰金融 迪洋國際 友聯

(英文)
Banque De

HK
Kovceff LANCERS

球員1 王子鈺 何為民 周廸生 李國昭 陳志邦 廖成標 黃偉鴻 羅東海

球員2 陳健平 羅天賜 蔡智堅 蔡家榮 何畫真 雷智恆 張志豪 刘敬揚

球員3 吳純明 何榮生 葉國棟 莫栢文 梁友智 譚俊傑 張寶誠 何文軒

球員4 植光強 黃寶威 曾智超 沈國雄 蔡俊傑 呂能威 盧志成 袁浩文

球員5 陳佑德 黃海安 黃正邦 黃冠怡 林居麒 周金霆 李敬倫 李永勝

球員6 許雙龍 馬松發 李浩然 李灌基 陳自榮 黎朗熙 翁金驊 梁遠達

球員7 方立然 樊錦威 岑文輝 梁謙華 黃永亮 勞志威 何國文 黃嘉傑

球員8 尹建中 周雪舟 李志誠 施子華 盧泉興 沈廣威 謝志強 潘賜剛

球員9 葛文杰 陳京林 蔡錦豐 孫國燦 陳啟榮 雷海彬 朱耀明 李民強

球員10 魏兆維 葉漢忠 何明 楊力民 余振雄 林承熹 潘廣達 黃堅正

球員11 潘維凱 劉瑞鳳 殷培基 阮愛文 范建邦 葉偉鴻 鄧小炬 何志偉

球員12 梁敬輝 黃德政 劉家樂 林恆青 李劍峯 陳家煒 宗銘達 鄭志龍

球員13 翟文強 李啟洪 周瑞麟 廖世昌 呂楚威 周德光

球員14 梁家樂 李偉東 梁文龍 尹立基 王志凱

球員15 周永雄 李長徽 蔡淦華 刘順鋒

球員16 蕭劍榮 謝潤棠 吳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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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48歲或以上組

隊名

(中文)
銀禧八二 立登 方永勝 晉裕 水路籃球隊 活力

(英文)
DOS@

GALLERY
JSC ELEMENTS FWS Chun Yu

球員1 高雲龍 李井兒 馮禮青 吳江達 劉志光 蔡健強 翟海昌 馮錦光

球員2 唐卓洪 麥振華 林家輝 洪輝煌 劉樹榕 熊國昌 翟永昌 李允慧

球員3 陸志成 陳志偉 陳子忠 黃國柱 謝國偉 王正禮 陳文波 李國斌

球員4 黃子文 鄺紹明 黎文宇 梁維明 馬浩輝 夏錦安 陳廣昌 莫永豪

球員5 馬惠強 霍浩祥 林良贊 曾耀勝 黎展強 馮毅 張達銘 刘嘉盛

球員6 陳志堅 冼廉就 譚振華 周景文 鄭振源 黃兆偉 黎家存 吳國良

球員7 施超鴻 馬松興 李志江 方明生 安慶健 池憲和 陸偉雄 葉錦漢

球員8 張錦文 徐偉漢 載東文 羅永權 樊建邦 刁達明 曾廣強 曾偉光

球員9 葉偉忠 冼志全 鄭燦猛 黃志華 章美漢 陳國雄 王健民 楊健聰

球員10 何文芳 陳焯基 鍾麟 馬德波 金春儀 黃國強 黃瑞煌 莫銳坤

球員11 張國樑 朱天飛 陳偉業 陳澤明 嚴觀信 梁金其

球員12 楊天龍 莊天源 高路生 黃展能 楊漢強

球員13 鍾詒杜 謝禮賢 馬守有 王漢本 李偉康

球員14 陳偉傑 李潤民 蔡高友 羅偉業 余永生

球員15 梁文偉 彭彼德 何勇剛 朱皓

球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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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55歲或以上組

隊名

(中文)
立登

籃球

知友社
晉裕 嘉林 方永勝 陵游 牛津

(英文)
DOS@

GALLERY
Chun Yu FWS

球員1 鍾景維 歐陽永信 彭英傑 徐錦祥 陳毅雄 葉稚雄 陳鉅英 方俊英

球員2 利永雄 黃文雄 陳文毅 陳金冰 黃祖斌 梁志雄 張錦榮 溫志榮

球員3 王宋章 陳錫源 黎家輝 馬家輝 杜偉雄 吳偉強 吳漢華 黃世明

球員4 梁國璋 袁贊光 香淦祥 梁彥彬 金嘉林 陳永光 陳松禧 余秉耀

球員5 李偉慈 林家榮 梁玉華 李小松 鄧應坤 馬信光 葉志鴻 王喬治

球員6 張志達 何陵佳 朱永康 麥錦輝 賴志山 徐嘉諾 黃耀祖 張俊明

球員7 鄭洲德 韋敬德 黃漢釗 周冠和 伍志明 廖漢棟 梁錦銓 馬俊成

球員8 徐爾基 王路路 呂樂生 徐家良 關輝文 梁達森 馮富昌 黃偉宗

球員9 張凡生 葉國生 黃漢業 李錦銘 吳禹齡 朱奕文 何家強 尹志昌

球員10 陳敬持 李柏林 徐科 連惠興 莫雨信 胡潤枝

球員11 郭志偉 林樹文 陸永強 殷樹青 黎房喜 周德財

球員12 何富林 林銘基 黃建新 蕭衛年 朱石明

球員13 林家榮 陳振業 呂紹權

球員14 陳傑源 衛少強

球員15 梁達全

球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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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60歲或以上組

隊名

(中文)
籃球知友社 方永勝 水路籃球隊 華興 飛飛 自力

(英文) FWS

球員1 陳樹榮 黎照南 張燦輝 鄺贊鴻 王少波 蕭子端

球員2 林煜文 孫海坤 潘偉國 林培菎 陳姜堯 莊向明

球員3 陳冰俊 苗澤生 朱信華 李志權 王鵬 王榮輝

球員4 劉九中 黃鏡鑣 丁永威 黃耀明 徐滿球 秦德雄

球員5 鄧炎登 陳永遠 鄒永光 鄭冠华 林金鐘 沈國成

球員6 馮錦燊 余忠達 梁樹森 麥練明 朱尚向 王寬汀

球員7 林崇仁 羅福富 黃志強 呂銘豐 何梃盼 朱耀輝

球員8 余東興 林永富 張志德 羅宝通 何陵基 陳炳新

球員9 彭耀華 林汝洲 趙林逄 賴國全 歐鉅輝 劉正強

球員10 譚鼎強 曾鶴松 李明 黃少斌 彭漢釗

球員11 彭樹明 鄭志雄 李孟禮 鍾衛強 余建章

球員12 何澤仁 盧錦鏗 馮松南 陳荃生

球員13 鍾志立

球員14 王銳強

球員15 余少明

球員16 何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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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65歲或以上組

隊名

(中文)

(英文)

球員1 趙志強 雷禮和 袁耀康 葉強

球員2 李孟義 黃景怡 林金波 紀華傑

球員3 王炎忠 姚少民 盧培慶 梁蔚文

球員4 陳健健 趙廷星 李慈瀚 董康泰

球員5 林少忠 蔣國華 方志宏 尤漢基

球員6 許鴿 曾成銘 蔡明達 胡國烽

球員7 陳華釗 黃循紅 梁炎欽 吳宗銘

球員8 呂劍樑 林江汕 儲富有

球員9 江富勇 黃金瑞 鄭永恆

球員10 張寅康 郭應超

球員11 謝国民

球員12 鄺逸民

球員13 余耀漢

球員14 孔漢輝

球員15 于海清

球員16

京友籃球社 金星民風 京義元老 銀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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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14歲或以下組

隊名

(中文)
青中 英華B 協恩中學

救世軍田

家炳_F14
嘉諾撒 劉金龍(B) 寶覺 新野 聖嘉勒

(英文) SBC
CYMCAS

S
CWSF St.Mary's A YING WA

HEPP

YUNN
SATKP CANOSSA Belilios LKL (B) Po Kok RISE FUKIEN

ST.Clare's

Girls School

球員1 許傲悠 區雪怡 陳佩雯 陳睿橦 孫嘉怡 陳雅雯 唐子惠 謝卓穎 陳卓穎 譚美娜 黃小婷 李玟瑩 林卓盈 劉煒欣 李詠琳

球員2 張穎恩 李詩琪 李伊汶 黃泳嵐 鄧羨彤 陳詠琛 黃施喜 吳千欣 羅詠恩 鄧芮孜 曾紫珊 李綵婷 戴卓彤 周綺雯 游雪瑩

球員3 馬綽穘 干潁堯 王文瑜 馬希婷 謝洛昕 陳俊蕾 陳曉彤 呂愷澄 方泳雯 黃懿婷 蕭曉維 周悅瑤 文浩琳 馬鳳琦
GuRung

suhani

球員4 姚芷欣 梁穎言 羅敏心 何映妤 譚貝瑜 周樂瑤 庄雨晴 吳子欣 翁樂曦 莫海雪 葉慧琳 鍾曉晴 劉希賢 廖珮希
FONTANILLA

Gillianne Chloe B

球員5 蔡琳 曹穎詩 莫凱潼 潘詠言 徐納婷 周佩蔚 郭芷晴 施鰻芝 莊依霖 盧欣彤 蔡卓盈 梁瑞昕 蔡汶萱 唐嘉俐
PINGAL Kiel

Ashley Caasi

球員6 彭海嵐 李曉晴 何穎欣 黃珮珈 江顥婷 姚凱寶 鄭嘉欣 林匡祈 杜巧彤 梁曉晴 梁嘉詠 馬子霖 丘曉雅 廖穎琳

球員7 伍諾詩 郭子柔 孫嘉崎 許慧心 張曉晴 郭詠嵐 陳映彤 吳源芳 莫鎧翹 鄧嘉欣 李栢伶 黃佳禧 郭希琳 區映琳

球員8 吳恩希 鄭芷筠 陳詠瑜 黃懿朗 伍碧妍 李佩沛 曾柏菲 鍾葆淇 楊雅晴 謝汶忻 鄒紫欣 戴韻棋 鄺綽嵐 朱芷妡

球員9 許曉晴 陳朗晴 陳濼欣 蕭卓瑜 陳德容 李心悅 盧巧晴 劉霈蓁 范莎華 張海晴 葉天儀 黃珈怡 廖敏慧

球員10 林長穎 林青慧 譚浩詩 鄭星子 周任兒 梁溥繞 葉凱潼 莫嘉欣 張家瑜 楊愷晴 車旻熹 顏昕 郭政怡

球員11 葉希彤 吳思恆 林紫珊 吳焯瑤 盧海瑤 雲瑞晴 梁海霖
THAM

SUHANG

SITAL
陳姿穎 何芷瑩

GuRLEEN -

KAUK

球員12 陳儀 趙珊珊 何舒婷 毛凱欣 楊晴欣 吳家瑜
LipEKT, Zoe

Sze Ching

球員13 楊卓盈 雷巧欣 陳子良 譚雅麗 蔡希林 郭雪怡

球員14
Law Hoi

Ching, Mika
王筠晴 鄧佩芬 楊樂兒

球員15
Law See

Ching, Keimi
黃晞雯 李昕熺

球員16 蘇婉晴 黃慧敏 鄭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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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19歲或以下組

隊名

(中文)
青中 楊葛小琳 沙崇 南華A 英華A 南華B 協恩中學A 嶺南大學 協恩B

(英文) SBC CYMCASS CWSF YKHL STTSS St.Mary's B YING WA
HEPP

YUNN A

HEEP

YUNN B

球員1 趙靜儀 魏星 林曉桐 張秀清 馮曉柔 黃栢君 梁伊晴 陳煥榆 陳奕燊 陳欣汶 季芷晴 陳皓靈

球員2 馬丹鳳 羅雅穎 吳巧婷 何曉琴 莫欣叡 陳曉霖 李鎵燃 張樂怡 呂念陶 劉芳盈 陳曉彤 車盧海玄

球員3 劉君彤 陳穎欣 張雅然 賴綺雯 黃靖貽 陳卓琳 譚閏心 莊奕敏 鄒璟榆 黃卓寧 周曉嵐 馮珀希

球員4 黃揚茵 陳諾言 陳美美 明詩蓓 葉綺蕾 李佩茹 陳睿濼 蔡欣穎 馬綽穘 張靜嵐 馮曉惠 顧凱盈

球員5 陳詠芯 林普茵 李仲盈 郭芍伶 陳穎恩 張絲晴 曾慧恩 溫冉瑜 鄧佩鈴 吳欣潼 葉凱欣 李芯穎

球員6 陳頌欣 嚴詠儀 李曉琳 李軒儀 連紀盈 林靖 陳卓瑤 莫小琼 劉海桐 黃悅程 蘇演婷 倫善彤

球員7 李卓伶 麥明慧 何鈺玲 許以心 黃靖渝 李芷欣 包璇怡 吳芊慧 馮凱琳 廖貝兒 羅嘉怡 潘耀敏

球員8 黃嘉瑜 溫玉瑩 蔣冰怡 何焯恩 甘恩喬 陳詠詩 羅天心 蔡慧勤 方韻寗 施啟諾 李承恩 鄧秋怡

球員9 梁浠悠 鄭慧欣 黃嘉筠 歐斐婷 郭巧晴 蘇阡妁 阮洛茵 黃婧霖 賴嘉儀 梁皓雪 蔡倩婷 黃瑜

球員10 羅家誼 陳紀霖 陳樂怡 何芍瑤 蔡穎芝 譚芷恩 陳芷柔 黃於晴 溫詠芯 陳紫棋 吳婷欣

球員11 李苑姍 張鍶淇 吳珈詠 戴芷渝 林裕殷 胡悅兒 何熙睿 鍾慧婷 蔣思琪 秦曉琳 楊沅恩

球員12 梁珮瑜 劉穎琪 陳婉汶 林曉鍶 李天澄 張予恩 饒樂雅 李樂瑤 曾宣婷

球員13 駱晴 歐殷慈 鄧卓盈 林汶琦 楊溢希 李欣翹

球員14 周敏 石文雅 陳婥寧 余嘉穎

球員15
Tsang Ki

Yiu Abby
蘇雅雯

球員16 陳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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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32歲或以上組

隊名

(中文)
歡騰 晉裕

(英文) NOEL SILVERSEA Chun Yu
High Cost

United

TOSS

STAR
EOFLOW Ocean

球員1 黃頌恩 李燕妮 劉凱儀 黃淑妍 盧嘉雯 羅綺雯 官健好

球員2 梁頌恩 黃詠琳 林秋萍 伍浩恩 陳綺汶 陳雅思 黃鳳川

球員3 盧嘉賢 鄭卓璐 黃伊琳 黃倩婷 莫婉雯 黃敏儀 廖翠珊

球員4 曾慕梨 莫潔雯 吳佩雯 鄒沛珊 潘莉敏 陳金花 黃敏思

球員5 徐詩韻 許藝瀕 卓婉君 陳嘉琪 吳依霖 劉麗群 黃梅鳳

球員6 梁梓微 劉穎峰 周淑芬 黃智仁 鄧穩儀 馬舜婷 林子筠

球員7 楊結莉 羅綺雯 李泳絲 陳昭彤 郭頌妍 梁天慧 陳雕鳳

球員8 謝慧賢 黃立蕙 楊貴英 鍾敏妮 郭敏妍 張素婷 胡卓琳

球員9 鄧慧娟 張沛虔 李璧岐 鄭焯琳 林淑貞 黃敏思 鍾碧瑜

球員10 吳綺雯 李伊文 黃苑蘭 譚雪媚 王婉雯 梁嘉善 沈曉彤

球員11 楊麗華 簡蕙軒 劉建設 李安琪 葉采樺 楊麗穎 尤雪芬

球員12 林美怡
YAU YAT

KI
劉克先 馮宝暉 徐慧珊 陳君怡 盛荻芹

球員13
NG WING

SZE
陳敏兒 張可怡 陳樂雯 關穎嘉

球員14 蕭貝沙 羅巧佩 楊秋蓉 孔逸娜

球員15 賴莉芳

球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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