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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青 彗星 均安 藍鷹 警察 幸運 少林 友聯

COMET KWAN ON HKPF LUCKER FGBC / VIGOR

教練 王丹 宗志坤 黃志強 葉有根 鄭國偉 趙衍維 李偉慈

副教練 莫 捷 陳宗揚 張嘉銘 黃錦俊

球員
SANTIAGO Laurence

Radondo

Custodio

Josh Marco 趙嘉熙 方紹沖 黃銘暉 陳宗揚 何鴻賢 何文軒

VARONA

Joseph Lim
劉啟星 黃 敬 郭嘉華 曾智超 余偉霆 譚孝良 卓思昊

VIADO JaLo 趙汝愷 陳梓康 吳焜燿 梁家豪 鄭灝寧 何鴻德 李盛昌

MORENO

Ivan Brizuela
鄒楚浩 鄭永康 趙挺笙 張俊朗 歐沛賢 廖嘉麟 黃錦俊

林卓賢 陳慶臻 徐澤成 楊曉勤 盧秉熙 袁傑賢 湯承翰 郭君傑

黃景駿 茹宏康 余韋呈 趙挺鋒 黃銳勤 周梓樺 張紹文 孔展程

鐘皓華 韓承宗 王冠喬 王柏翹 鄧偉峰 黃曉斌 伍澤軒 伍梓峰

锺瑋峻 鄧桂文 吳俊穎 馬晉傑 莊的朗 沈梓堯 袁文俊 羅仲賢

吳浩鈞 蔣浚軒 鄭子希 王家俊 謝昭雋 盧志明 陳德寶 邱嘉偉

吳穎蘅 林志豪 梁偉杰 馬晉華 曾祖健 潘俊傑 梁瑋杰 羅霆峰

王凱榆 黃子雄 劉智謙 何仲賢 葉景文 李柏臻 黃朗君 林晃納

甘力宏 鄒俊輝 林曉軒 楊永怡 林振燦 林子進 梁世邦

隊名:

未辦妥註冊球員 (未補回整齊文件者不可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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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

副教練

球員

隊名:
南華 飛鷹 星島 販青 晉星 安邦 海豚 大同

SCAA EAGLE Singtao CHUN SING ON PONG Dolphin TAI TUNG

尹柏濤 李劍明 LO SINE HANG
KEUNG

CHIN MING
任智豪 HUI TSZ KIN 洪啟暉 JEROME WAN

鄭鋆煒 MA MAN FAI CHAN CHI MAN 陳耀文 曾有正 潘展華 郭家鏘

何子聰 郭智烽
SHARMA

SACHIN
許達恒 陳耀文 陳永熹 洪啟暉 蔣肇麟

洪子駿 馬家維 關逸朗 梁穎宗 陳子霖 顧澤琛 梁俊煒 蘇兆江

朱廸男 凌振朗 達浩然 許漢烯 余宣賢 郭晉軒 黃冠源 陳子洋

錢樂霖 周震霖 羅暐城 陳駿樂 余厚勤 梁溥霆 黃俊熹 黃樂恆

黃珈朗 梁浩文 何健樂 謝庭軒 林 煥 陳耀威 蕭廸勤 張晉僖

吳卓謙 崔凌瀚 鍾國衡 蘇兆瑋 周德禮 黃燦康 陳耀燐 岑坤濤

李樂盛 葉慶敏 朱家豪 馮嘉樂 劉嘉皓 龐樂然 黎栢濤 陳奕森

劉子軒 任煒明 盧柏希 許肇文 李敬樂 黃峻顯 林展偉 洪卓煒

鍾志榮 梁家棟 王清朗 霍浩然 戴陽杰 何倚豪 周志浩 梁梓濠

姚卓曦 黎梓健 李卓祺 廖慧森 黃凱慶 吳樂軒 徐敬智 溫嘉俊

周海諾 黃衍嵐 侯澤鋒 郭澧羲 鄭天燊 馮泳行 馬溢朗 曾煥光

葉政謙 林禮然 梁俊謙 袁天灝 朱  昇 徐霆熙 李念孝

未辦妥註冊球員 (未補回整齊文件者不可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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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

副教練

球員

隊名:
悠悠 公民 籃青 青年 旺角 友邦 黃大仙長風 惠青

Yau Yau TCAA
YOUTH

BASKETBALL
YOUTH MKBA YAU PONG WTSDRSC Wai Ching

張家騏 鄧基榮 CHAN KIN MAN 趙嘉雄 胡榮燊 林啟業 安慶健

勞傑朗 周華傑 CHAN YIK LUN 黃子聰 黃偉斌  林家平 鄧華超

施少龍 陳聖琦 林偉諾 莫梓皓 吳偉光 黃偉豪 曾嘉晉 賴銘劻

施少豪 王鍵鏓 鐘袓豪 羅啟軒 張國滔 溫焯庭 林沛聰 林家鍵

張盛誠 岑偉仁 李梓謙 柯冠宇 連駿輝 楊澤佳 陳樂軒 李俊鵬

曾松漢 李俊豪 陳宣杰 陳卓朗 黃偉斌 區概如 陳卓麟 黎宏達

冼嘉煒 王俊庭 黃雋羲 劉展鵬 方國樑 唐鎮鴻 徐凱明 林灝洋

曾 磊 吳家樂 胡肇良 鄧力嘉 楊嘉傑 連嘉洪 梁祖誠 陳偉邦

伍振東 蔡煒松 羅嘉豪 賴卓雋 劉鈞鵬 林雋傑 張煜良 盧樹旻

陳浩楠 曹盛源 陳翰賢 劉志文 何泓政 鄧子豪 張豐正 林璟宏

周湛峰 吳諾銘 冼智建 葉晨聰 雷俊傑 唐浩維 郭豫康 許基駿

韓兆偉 蘇顯聲 余偉豪 許浩翔 吳超景 麥卓賢 徐樂熹 袁志銘

馬洛然 李靖軒 吳委峻 郭凱文 劉家強 李昆諺 何朗勤 楊展豪

魏銘治 黃玠衡 羅嘉聰 張嘉謙 黎俊昌 林煒然 藍健文 馬崇康

未辦妥註冊球員 (未補回整齊文件者不可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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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

副教練

球員

隊名:
七喜 傑志 嶺南 警青 美邦 靈峰 消防 天天

SEVEN UP /

7-UP
KIT CHEE Lingnan HKP AETOS HKFS

CHOI HOI LOK 張家威 陳勇 孔偉俊 何中二 林承熹/黃亦霆 黃志明

LO CHUEN HING 李文傑 謝浩斌 何耀基 李潤培/馬子傑

楊普喬 洪 俊 吳嘉隆 劉嘉誠 羅偉智 李紹維 李潤培 黃韋珩

林卓豪 羅暢明 梁珈豪 黃永德 林家偉 劉康文 黃亦霆 黃文傑

香浩賢 陳昊銘 譚學堯 劉偉炫 余冠鋒 董敬偉 李啟恒 董家栢

陳凱業 梁浩添 許文翔 劉文俊 范灝斐 蔡兆維 黃繼璋 李浩鈿

翁建琛 林嘉浩 陳衍佑 梁以德 劉冠宏 蕭俊傑 李競涵 黃澤銘

鄭 泓 謝展諾 成駿材 郭子鋒 陸灝川 莊楚彬 香銘棊 許俊溢

鄭凱烽 張振昌 鄭家榮 張子祥 劉晉傑 陳澤楓 黎銘彥 梁啟風

陳俊延 林其鋒 潘澤偉 袁嘉宏 盧兆朗 陳正博 許揚烙 梁智康

林永泰 王健安 陳展輝 何鴻英 陳永諾 麥家和 林紋龍 梁文軒

馮朗濤 何朗恆 劉寶康 黎俊龍 張 然 林慶麟 馬子傑 蔡堅信

孫俊聰 陳栢然 梁浩健 黃文杰 施子軒 盧致誠 陳卓賢 黃耀進

李俊熙 伍兆能 范肇均 宗銘達 陳偉峰 江偉曦

未辦妥註冊球員 (未補回整齊文件者不可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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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

副教練

球員

隊名:
歡騰 中健 華星 新青聯會 捷群 協力 僑聯 茂峰

NOEL Wa Shing M.Y.A.A.

黃英浿 謝志強 梁永皆 陳敬持 王志樂 王志凱 蘇志謙 梁國成

陳逸銓 張寶誠 朱鍵彰 雷智恒 陳鈺昆

趙偉國 倪嘉仁
CAPARAS

MARC Norman
朱俊傑 陳正森 朱鍵彰 衛冠亨 陳鈺昆

戴 鵬 范浩雲 楊 晉 方偉坤 謝世昌 林謀煌 莊偉楓 郭浩然

楊澤偉 梁志鏗 梁約瑟 陳惠坤 陳子健 蔡銘濱 趙顯波 何翰宇

馮家傑 張復勝 劉卓霖 黃文俊 呂浩宏 湯己政 周家寬 李晉榮

黃铂彥 王子豪 莫耀康 陳浩洋 曾顯煒 簡穎良 曾澧然 徐月明

陳志堅 霍溢鏗 尹浩鋒 王輝鴻 高兆麟 范鷹翔 李國威 吳偉浩

薜詠發 黃祖陞
RAI MUHAMMAD

USMAN
梁永富 謝文熙 吳振隆 李浩光 侯嘉華

張鵬礎 佘睿文 柯澤朗 朱振樂 王志樂 梁棨博 譚宇庭 鄒創熙

羅子朗 張國鵬
RAI MUHAMMAD

USMAN
黃俊城 吳文亮 謝頌豪 黎峻亨 吳嘉傑

邢家朗 周富謙
SHAIK ALLAVUDIN

AHAMED  FAHIM 廖國甫 李 楠 蔡志仁 李子聰

張嘉豪 沙必勇
MELCHOR DAVID

JOHN CARBONEL
梅世融 周致人 李明輝 陳林漢

朱廣庭 羅子傑 TOLANI MOHIT 冼耀星 施石杰 羅峻樺 黃志杰

未辦妥註冊球員 (未補回整齊文件者不可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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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

副教練

球員

隊名:
億洋 培友 自力 美星 藝成 群青 金源 太平洋

Billion Ocean RHOBA Kwan Ching Golden

吳 誠 莊向明 方智偉 王 丹 鄧小炬 李國良 李嘉毓 麥瑋霖

曾家豪 陳永勝 蘇永健 陳勇堔

呂柏諺 周世健 鄭悅彰 謝俊傑 蕭文龍 李家康 王盛隆 鄭 澤

黃錦池 黃 希 陳永鏗 陳展鋒 劉德龍 莫栢文 鄭 威 任瑞冲

黃逸程 黎博文 阮俊瑋 吳浩賢 譚仰潁 陳銘衡 張 祥 鄭栢圩

許培杰 陳得璋 吳廸康 何彥俊 吳雋彥 施子華 任竣陽 朱梓麒

余振灝 吳宇燊 梁家豪 王偉賢 岑子豐 王俊傑 施世榮 曾浩然

黃家華 謝文豪 葉偉恒 吳卓霖 劉松霑 余重隹 陳健輝 鄧子宇

梁沛霖 黃浩城 林基豪 盧匡言 蘇卓希 洪俊登 施永安 黃智賢

羅國文 王皓翔 吳翊旺 龍少峯 廖志幫 陳家亮 許嘉濼 陳昱維

呂灝俊 倪 靖 謝家駱 李子熙 梁天文 鍾鎮輝 許文輝 葉俊希

黃天宝 黃俊燁 張子浩 彭翔禧 謝鎮江 翁曉飛 黃彥量 廖穎禧

鄧景禧 施瑋豪 莊文傑 黃家麒 凌浩陽 張子基 邱家樂 李建灝

邱耀民 陳綿鋒 楊伯豪 鄭泊浠 鍾湛熙 梁栩衡 羅洪輝

未辦妥註冊球員 (未補回整齊文件者不可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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