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4歲或以下組 M14  22/1/2019 11:17 更新

組別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隊名 八方永倫 福建中學C 青年 青中 菁英

Teame Name S Youth FUKIEN C C2 SPORTS DOS CYMCASS JUNIOR PRO

球員1 黃愷楠 蔡嘉軒 蔡啟泰
VELEZ, Luis

MariSebastian Tuble
容卓男 葉嘉希 胡子謙 連鈺軒

球員2 曾朗謙 蘇子謙 李卓霖 周瑋明 楊偉軒 陳文滔 陳綽軒 何禹德

球員3 譚學隆 施澤銘 葉晃泓 左漢星 梁晉曦 王嘉熙 梁以諾 賈朗熙

球員4 倪嘉仁 王佳昱 劉卓謙 楊皓 張博堯 蔡展衡 林旻聰 區文軒

球員5 蘇宗禧 楊日熙 袁正洛 漢禮仁 何栢灝 洪祖彥 陳浚匡 廖康博

球員6 趙朗希 劉曉明 鄧梓聰 龔廣培 溫紀賢 梁皓行 盧毅 張栢霖

球員7 趙振浩 甘家俊 何爾樂 余日 袁一熙 傳東勝 楊濠駿 翟晉德

球員8 梁子森 溫嘉健 陳浚暉 江智謙 黎朗 林奕炯 古浩鋒 陳荻舜

球員9 方展謙 張健朗 林柏希 黎希桓 黎正亨 葉梓龍 甘睿智 陳普賢

球員10 鄧國浠 劉泓銳 陳梓浚 羅卓希 梁浚鑾 周曉楊 李建廷 鄧梓博

球員11 翟善洛 楊東皓 戴耀成 王皓勤 李子雋 杜旻軒 曾天朗

球員12 馬綽晞 鄧俊榮 陳敬堯 謝劻祐 李滔 吳東奎

球員13 謝鐙澤 張誠 何柏霖 王晉霆 林明亨 梁文煜

球員14 謝逸星 吳俊葳 幸旭鵬 鄭貝安 李永恒 余朗彥

球員15 伍天朗 鮑天又 葉朋偉 林暐滔

球員16 楊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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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隊名 香港仔 康仁 凱旋 南華 康仁 M3P U14 赤子

Teame Name Junior Pro Hongkongers Wellman SCAA
Wellman X

Mr.3pointer
Soar

BKIDS HONG

KONG

球員1 劉子睿 陳思朗 陳家豪 黎卓朗 莫煒謙 余煒釗 葉殷華 楊展翹

球員2 林卓楠 黃昊海 梁柏裕 王弘毅 王樂天 余正彥 張信之 吳卓軒

球員3 KONG CHI NGO 黎家淳 馮浚希 黃子晋 黃珈朗 林文曦 宋卓睿 盧駿堯

球員4 鄭曉哲 劉熙麟 鄭祖熙 駱仁傑 蔡偉民 蘇浩勤 潘愷彥 梁焯熙

球員5 蔡家逸 郭展浩 趙信華 劉卓叡 張正澔 余文俊 馬維道 陳子熙

球員6 王隽泓 陳宇熙 容行信 劉啟耀 鍾志榮 何奕希 周柏霖 趙家齊

球員7 何鎧洋 劉逸希 李孝賢 鄭群炫 石梓揚 陳俊彥 區汶軒 錢兆宏

球員8 黎柏朗 陳在熙 鍾建希 溫焯竣 葉政謙 劉譽衡 葉衍宏 楊雨滇

球員9 黃日曦 陳思皓 何匡翹
MALHI PRINCEDEEP

SINGH 蕭宇倫 顏靖力 李銘軒 倪濤

球員10 陳栢熙 鄭柏謙 何祥韜 霍祉睿 劉嘉傑 蘇子弘 張智皓 黃善行

球員11 麥啟弢 何浩臻 張永能 陳柏衡 黃雋羲 李銘軒 蔡紀臻 蔡杰廷

球員12 馬洛臻 陳柏延 潘俊熙 蘇冠仁 徐子俊 嚴景翀 謝堯廷

球員13 張名山 蕭愷燊 李卓杰 歐柏禧 詹梓熙  黃啟軒

球員14 蕭竣文 黃奕朗

球員15 朱翹

球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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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E-1 E-2 E-3 E-4

隊名 挑戰者十八鄉 培正 培青

Teame Name SBC SPHDRA Endeavour

球員1
KHAN

Denwayne Jay
梁柏毅 袁嘉謙 黎立韜

球員2 高凱霖 文喆 黃俊皓 楊睿騫

球員3 何兆祥 羅嘉希 呂卓庭 賴鍵皓

球員4 蕭嘉濠 梁卓文 梁耀一 梁浩謙

球員5 簡君賢 陳柏瑜 楊歷行 盧浚

球員6 林卓諾 萬旨聰 陳煒晉 陳榆豪

球員7 業世豪 張煜正 鄭曉和 張逸傑

球員8 文佐鳴 曹雋謙 羅禮豪 吳澤韜

球員9 陳子健 劉振彥 謝璟濤 黃卓楠

球員10 雷健豪 羅卓晞 勞子祐 黃健樂

球員11 單逸琛 徐澤成 蔡家悅 張天朗

球員12 簡得羲 孔祥濤 鄧安傑 吳雲帆

球員13 王子維 周雋翹 郭肇浠

球員14 梁浚匡 楊靖軒

球員15 林柏言 簡仲賢

球員16 鍾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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