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女子16歲或以上組 W16

組別

隊名 偉 邦 歡騰B 安青B 天 天 東 方 悠 悠

Teame Name WELL BORN Noel  B ON CHING B Spark C2 Sports EASTERN YAU YAU

球員1 雷淑怡 鄺鈞榆 古芷程 鄧穎欣 蔣思琪 鄧凱蓉 陳拿雲

球員2 吳欣潼 吳煒莉 朱嘉文 王巧怡 林普茵 羅雅穎 梁詠嵐

球員3 廖潔盈 鍾詠曈 陳 婷 禢嘉倫 潘耀敏 羅卓容 梁嘉慧

球員4 梁 瑋 梁美怡 曾可晴 陳伊婷 黃穎曦 鄭卓珺 謝秀婷

球員5 柯煊琦 馮芷柔 陸少蕋 曹演洐 利逸怡 蘇雅雯 郭欣宜

球員6 黃詠瑩 文詠恩 陳憬瑤 吳芷溵 林凱廸 劉倩婷 蘇詠禧

球員7 陳欣汶 張詠詩 何麗鳳 鄧曉琳 黃慧玲 黃芷晴 呂可宜

球員8 徐穎榆 岑朗廷 陳永芳 李美婷 梁逸盈 譚穎彤 蔡欣錠

球員9 劉芳盈 周嘉雯 陳穎欣 張洛心 文卓琳 文 雯 朱曉玲

球員10 吳子筠 陳潔貞 張蕙安 賴仲兒 陳穎芝 盧依琳 蕭可攸

球員11 李祉均 梁梓微 鄭詠明 黃詩雯 李欣樺 陳諾言 王美怡

球員12 莊嘉敏 朱曼淇 李迦霖 譚維琳 關海佩 潘穎雅 林靜宜

球員13 黃曉彤 黃文靜 吳婷欣 何佩盈 董芝慧

球員14 曾俏然 陳思佑 孫智昕 張詠絲

球員15 黃凱霖 馮万青 朱佩儀

球員16 單嘉瑩 黃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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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女子16歲或以上組 W16

組別

隊名 南 華 佳聯女神 七 喜 愉 園 香港大學 小霸王 香港教育大學 公 民

Teame Name SCAA 7 Up HVAA
Edu HK

Basketball
TCAA

球員1 陳靜珩 謝燁琪 黃嘉汶 駱欣宜 陳詠詩 李倩雯 陳演瑩 歐曉旻

球員2 莊倩嫻 凌兆君 周凱彤 楊麗儀 馬丹琪 陳敏琪 鄭曉婷 曾子悠

球員3 施萍萍 林恩琪 黃伊琳 陳靜怡 楊靖淇 陳穎君 鄭爾臨 胡匡頤

球員4 廖詠心 楊佩儀 林靜雯 徐詠儀 陳卓琳 朱巧兒 張芳蓮 冼靜儀

球員5 鄺曉琳 張淑婷 馮奕敏 李舜宜 林海彤 林珮汶 張芷婷 邱樂怡

球員6 張家淇 鍾惠君 譚雪婷 賴麗明 鍾慧婷 葉晃倫 張惠琪 鄭穎琦

球員7 劉惠兒 朱敏肜 黎苑彤 王詠茵 周 翠 吳燕華 關穎琳 何汝齊

球員8 曾子珈 梁饒雲 吳佩雯 蔡諾儀 陳慧琪 黃嘉寶 羅子晴 鄧曉欣

球員9 馬海怡 張敏珊 李芷晴 陳熙堯 馬家欣 羅芊莛 葉穎芯

球員10 黃朗晴 陳愛華 黃昕鈴 徐慧玲 張詠詩 布皓菻 韓寶盈

球員11 施捷思 林碧怡 陳煥榆 李雅娜 李曉瑩 韋宛琪 陳穎彤

球員12 魏 星 張婉珊 李湘茹 朱詠儀 鄧倩瑤 黃子喬 黃穎君

球員13 許嘉琳 吳綺君 吳婉琪 李倩儀 梁凱雯 羅詠賢 吳思彥

球員14 黃惠婷 黃 婷 呂芷菱 黃栢君 林 欣

球員15 周芷恩 李詩詩

球員16 李卓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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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女子16歲或以上組 W16

組別

隊名 為 籃 墾 丁 均 安 安青A 英 華 友 邦 閩 星

Teame Name Oyster KWAN ON HFYG THINK ON CHING A YING WA Yau Bong

球員1 余穎穎 羅嘉璇 王宝詩 王凱琳 李麗娟 張樂怡 林穎彤 譚卓翹

球員2 廖嘉嘉 林緯諾 王敏婷 冼若嵐 唐曉蕾 蔡欣穎 余韻婷 陳樂如

球員3 楊雅佩 盛荻芹 倪碧賢 黃樂兒 許芷瑜 莫小琼 周瑞恩 黃巧嵐

球員4 盧芷瑩 楊 茜 謝亦霖 蔡嘉儀 張華倩 吳芊慧 翁沛霆 翁倩如

球員5 李詠紅 麥頌雯 黃靖浠 王芷婷 盧曉芳 黃靖霖 梁樂衡 馬麗煒

球員6 胡咏施 潘芷晴 鄧芝婷 梁曼螢 黎靜妍 楊溢希 莊詠詩 黃晶晶

球員7 郭倬伶 許婉彤 蘇楚堯 雷佩珊 蔡芷旋 蔡慧勤 陳以諾 鄭凱盈

球員8 黃佩雯 何珈睿 陳曉瑩 鄭 希 曾惠姿 何熙睿 葉綺蕾 郭子怡

球員9 劉天恩 黃梅鳳 袁靄欣 張瑋芝 廖穎芝 陳芷柔 陳思瑜

球員10 勞天詠 沈曉彤 鄭芷晴 許靜藍 鄧翠宜 溫冉瑜 林汛玲

球員11 陳上恩 葉宛宜 孔逸娜 張淳滴 劉曉勤 莫欣叡

球員12 郭芷君 黃凱怡 羅凱霖 馮凱琳 盧曉盈 張芷嵐

球員13 吳趟瑜 卓 婷 淇卓翹 冼美嘉

球員14 姚穎琳 張惠琪

球員15 鄭煦祺

球員16 李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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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女子16歲或以上組 W16

組別

隊名 嶺南大學 中 健 安 邦 南華B 福 建 歡騰A 新 野

Teame Name Chong Kin On Bong SCAA Noel  A New Wild

球員1 魏嘉婷 謝凱羚 周 敏 黃卓怡 黃雅雯 關穎文 胡嘉雯

球員2 吳籽欣 黃嘉雯 趙嘉渝 薛詠欣 石文雅 陳定而 袁棟殷

球員3 鄧卓盈 樊漪琪 馬丹鳳 呂思晴 岑芷晴 黃頌恩 邱展芬

球員4 招泳珊 羅敏沖 區麗菁 陳蕙婷 劉常學 盧嘉賢 王曉萍

球員5 何婉晴 許淑敏 麥凱琪 何穎桐 高婉玲 陳曉華 江詠詩

球員6 徐梓榕 呂穎彤 方芷茵 鄭千蔚 陳偉萍 梁嘉敏 葉顯雯

球員7 張詠心 鄧詠恩 何詠詩 徐榮茵 陳梓琪 黃朗曦 馬淑婷

球員8 郭嘉儀 曹汶慧 羅嘉穎 潘佩旋 任栩燕 蔡穎芝 鄧翠盈

球員9 葉仲羚 朱恩藍 何冠欣 黃詠彥 官健好 劉嘉敏 林家瑩

球員10 周曉嵐 蘇靄彤 黃海珊 吳婉琪 陳雕鳳 陳美諺 盧茜怡

球員11 羅嘉怡 梁詠儀 梁浠悠 何溥璵 伍穎昕 蕭曼斐

球員12 朱彥霖 張卓盈 顧綽姿 鍾 欣 翁銓兒 鄭鎧薰

球員13 施詠軒 黃鳳川 黃諾茵

球員14 林伶璐 梁樂兒 陳 玲

球員15 胡心頤

球員16 戴芷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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