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球隊/學校 姓名

1 寶覺中學 陳瑤

2 寶覺中學 李晴欣

3 寶覺中學 潘穎雅

4 寶覺中學 陳思瑜

5 寶覺中學 黃婉婷

6 寶覺中學 黃巧怡

7 寶覺中學 游斯行

8 寶覺中學 蔡卓琳

9 寶覺中學 楊梓玄

10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黎樂怡

11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黃嘉玟

12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李芷瑤

13 嘉諾撒聖心書院 梁曉庭

14 港青基信書院 BUTT AFREEN KHANUM

15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甄芷蔚

16 九龍真光中學 陳芷婷

17 九龍真光中學 冼美嘉

18 九龍真光中學 曾嘉怡

19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林普茵

20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陳穎欣

21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麥明慧

22 陳樹紀念中學 慎怡嘉

23 OYSTER 莫小琼

24 OYSTER 楊溢希

25 OYSTER 蔡慧勤

26 青苗 駱晴

27 青苗 王語琳

28 青苗 蔡莉琦

29 青苗 孟詠詩

30 青苗 黃雪晴

31 閩星 何珈睿

32 閩星 陳譜妍

33 閩星 羅雅穎

34 閩星 戴芷瑜

35 閩星 顧綽姿

甄選日期: 2017年 4月30日 (日)

甄選地點: 林士德體育館

報到時間: 5:30pm

甄選時間: 6:00pm

※請各參加者帶備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並換好整齊運動服裝於上述日期及報到時間報到。

香港籃球總會 - 2017女子 (U16) 發展隊 甄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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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閩星 溫玉瑩

37 閩星 劉倩婷

38 閩星 何佩盈

39 閩星 呂思晴

40 保良局顏寶書院 LAU LING LEE

41 保良局顏寶書院 LKAUR PRABJOT

42 保良局顏寶書院 ZHOU AIYING

43 心誠中學 戴婉穎

44 心誠中學 沈雅妮

45 心誠中學 蘇芷慧

46 心誠中學 梁思恆

47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許思晴

48 皇仁舊生會中學 王凱琳

49 皇仁舊生會中學 冼若嵐

50 聖母玫瑰書院 彭筠貽

51 聖母玫瑰書院 黃巧琳

52 聖母玫瑰書院 李思慧

53 聖母玫瑰書院 張漪楓

54 聖母玫瑰書院 方曉晴

55 沙田培僑書院 黃曦桐

56 沙田培僑書院 葉懿蝶

57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嘉詠

58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黃詩茵

59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周址澄

60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范慧慈

61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何雅楠

62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黃麗明

63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馮子恩

64 聖安當女書院 馬敏儀

65 沙田崇真中學 戴芷瑜

66 沙田崇真中學 莫欣叡

67 沙田崇真中學 馮曉柔

68 救恩書院 邵子恩

69 拔萃 黃倚晴

70 拔萃 溫栢妍

71 拔萃 凌巧澄

72 拔萃 許穎喬

73 陳瑞芝紀念中學 劉紫婷

74 陳瑞芝紀念中學 張靄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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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陳瑞芝紀念中學 梁樺瑩

76 陳瑞芝紀念中學 梁金玲

77 可風中學 馮凱琳

78 可風中學 黎凱晴

79 德雅中學 陳之雅

80 德雅中學 梁筱柔

81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婉瑩

82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許詠貽

83 中華基教會銘基書院 李珏穎

84 中華基教會銘基書院 江藹琳

85 中華基教會銘基書院 林雅雯

86 中華基教會銘基書院 梁曉彤

87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張雅然

88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美美

89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黃嘉筠

90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何鈺玲

91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婉汶

92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蔣冰怡

93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吳珈詠

94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樂怡

95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吳巧婷

96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李曉琳

97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巧嵐

98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李仲盈

99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劉穎童

100 世界龍崗學校劉皇發中學 譚卓翹

101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鄧綺敏

102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洪寶秀

103 伯裘書院 范思敏

104 伯裘書院 李雪兒

105 伯裘書院 黃韋澄

106 伯裘書院 關伊詠

107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KONG PUI KI

108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CHUAN HUI LAM

109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LEUNG FLORA

110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CHAN T

111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HO TSZ YAN

112 聖傑靈女子中學 LO SHUN YU老舜茹

113 聖傑靈女子中學 TSOI SAU WO SERENA蔡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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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聖傑靈女子中學 LIU KA YI 廖嘉怡

115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陳泳均

116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吳芷晴

117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何惠淇

118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韓宗容

119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蕭彩霖

120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唐苑尉

121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王嘉倩

122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蔡芷晴

123 五邑司徒浩中學 陳英怡

124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倪諾

125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王家晴

126 裘錦秋中學(葵涌) 胡穎欣

127 裘錦秋中學(葵涌) 張芷嵐

128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TAM YEE LAM

129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LAU CHIU YU

130 寶血女子中學 程晞昕

131 寶血女子中學 高童恩

132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陳家恩

133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黃琬婷

134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梁伊琳

135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游頌兒

136 匯基書院 林芹紀

137 匯基書院 關詠怡

138 匯基書院 李心諾

139 匯基書院 陳嘉玲

140 李求恩紀念中學 楊雅婷

141 李求恩紀念中學 呂曉颽

142 李求恩紀念中學 施紫晴

143 李求恩紀念中學 李旼禧

144 SMCC 譚閏心

145 SMCC 陳卓瑤

146 SMCC 陳婥寧

147 SMCC 林汶琦

148 SMCC 羅天心

149 SMCC 阮洛茵

150 葵涌循道中學 葉彥妤

151 葵涌循道中學 李嘉鎧

152 葵涌循道中學 楊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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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迦密中學 米靖言

154 迦密中學 盧樂兒

155 馬鞍山崇真中學 徐伊盛

156 馬鞍山崇真中學 植頌晞

157 沙田培英中學 蕭敏晴

158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鄒綽盈

159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許雅喬

16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袁雅詩

161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蘇紫晴

162 寧波公學 何佩琪

163 寧波公學 劉穎童

164 寧波公學 林朗晴

165 寧波公學 章曉霖

166 賽馬會體藝中學 CHEUNG CHIN THNG SARA

167 協恩中學 吳欣潼

168 協恩中學 梁皓雪

169 OYSTER 譚鈞怡

170 OYSTER 冼曉恩

171 OYSTER 賴海琳

172 香港培道中學 區文尉

173 香港培道中學 蘇芷睿

174 香港培道中學 蘇凱晴

175 香港培道中學 周詩雅

176 迦密愛禮信中學 林慧琪

177 迦密愛禮信中學 何潔盈

178 迦密愛禮信中學 葉穎雯

179 迦密愛禮信中學 張寶怡

180 迦密愛禮信中學 王愷齡

181 沙田官中 黃樂程

182 沙田官中 陳嘉慧

183 沙田官中 留心愉

184 沙田官中 留詠愉

185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孫巧彤

186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吳荷潔

187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何佩鈴

188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田美儀

189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羅靖蓉

190 啟思中學 林穎心

191 啟思中學 阮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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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陳漪彤

193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袁芷晴

194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姜曉媛

195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伍絡珩

196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羅迦尹

197 聖芳濟各書院 吳茵妍

198 梁式芝書院 陳芍彤

199 梁式芝書院 盧鈺恆

200 梁式芝書院 黃凱晴

201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蔡宛樺

202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梁芷瑩

203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林可瑩

204 SCGS BASKETBALL TEAM POLLQUIT ELIZABETH ALLAN JOYCLOOFA

205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鄧穎斯

206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施梓琪

207 思維女子籃球隊 梁善雯

208 漢華中學 梁浠悠

209 漢華中學 許潔

210 漢華中學 黃嘉瑜

211 漢華中學 陳詠芯

212 漢華中學 駱晴

213 張樂怡

214 沙田官立中學 梁悅

215 黃子芳

216 寶覺中學 陳靜敏

217 獅子會中學 黃曉萍

218 獅子會中學 黃曉倩

219 獅子會中學 楊旑施

220 獅子會中學 陳卓琳

221 獅子會中學 黃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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