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4歲或以下組 M14

組別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隊名 南華 喇沙書院 翱翔 自力 標準標針 陳白沙 南青 心籃銀狼14

Teame Name SCAA La Salle Soar CPSS NAM Ching

球員1 高灝揚 鄭健彤 詹梓熙 林容德 黃嘉浩 胡昊澄 陳在恩 梁梓樂

球員2 趙梓舜 林曉樂 馮迦博 杜智軒 史正言 吳梓熹 何青孺 吳柏呈

球員3 吳卓軒 何梓昊 伍樂言 蘇海清 陳溢謙 陳瀚年 林見熙 陳思耀

球員4 黃俊邦 黃天朗 黃浩然 鄒成希 黃永諾 吳汶灝 許宏廸 史桓衡

球員5 楊啟聰 蘇信霖 陳熹宏 許景嵐 郭家明 蘇健恒 陳子傑 劉柏言

球員6 許 瀛 萬柏謙 鄭曦陶 何小廸 蔡沅軒 郭偉炫 陳舜喬 黃沛洋

球員7 鍾耀信 曾亦謙 黃奕臻 鄧力銘 鍾卓軒 李泰成 梁叡靖 曾昭譽

球員8 王晉霆 陳湕璁 梁 雋 楊銳煒 司徒承曜 王俊昇 陳奕廷 蔡勇信

球員9 陳泓瑋 吳書皓 梁知行 倫穎正 麥栩進 黃孝仁 何梓煒

球員10 陳獻駒 許鐫浠 區梓晉 劉俊君 黃煒霆 蕭海宏 盧緯澄

球員11 劉宇碩 黃子樂 鍾珀騏 姚卓行 莊卓珽 榮耀信 洪文龍

球員12 林穎軒 楊頌希 羅旲翔 黃俊穎 蘇偉軒

球員13 陳樂泓 方子旭 陳卓謙 張峻晞

球員14 高思晉 聶兆均 羅禮添 戴子健

球員15 鄭康進 陳煒楠 林偉希

球員16 呂書權 黃隆丞



第十二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4歲或以下組 M14

組別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隊名 菁英 英華 莫慶堯

Z-Challenge

十八鄉 永倫星島B Pusion 漢華

Teame Name Junior Pro SMHYC C2 Sports

WINLING

SINGTAO

球員1 曾俊澔 陳焯楓 黎家瑋 陳 灝 楊浩 劉澤華 鄭梓烽 陳智穎

球員2 陳子服 陳柏熙 梁柏釗 陳煒南 馮俊杰 劉 洋 楊澤鋒 麥晉銘

球員3 鄭曉和 彭敦行 羅燁禧 麥展熙 馮啟真 陳浚銘 徐梓晴 郭子喬

球員4 黃子曦 關光裕 馮午沅 蔡文俊 張浩維 陳頌名 蔡峻然

球員5 楊歷行 鄧正琛 洪楷燁 區尚宬 嚴善俊 陳立嘉 葉正橋 蘇學森

球員6 麥鎧明 黃 昊 徐肇欽 黃峻一 許雲杰 韋承宏 馮亮凱 譚汝喬

球員7 黃懷一 徐柏揚 李汶城 鍾曜禧 徐子健 李震軒 李嘉宏 梁嘉曦

球員8 梁浚匡 黃逸浠 黃嘉樑 黃逸謙 楊錦傳 劉樹沂 池駿曦 蔡浩程

球員9 吳行知 任嘉俊 姜卓楠 梁浩朗 黃政翰 吳健鋒 張宏澧 何睿洭

球員10 劉君彥 盧梓浩 曾憲朗 萬曉洋 王梓謙 陳銘濤 麥凱迪

球員11 陸梓進 葉峻銘 陳司樂 王俊傑 鄧子瑨 林卓豐

球員12 蔡兆軒 劉凱昇 梁卓晞 呂志希 雷榮琛 鍾栢森

球員13 葉昌龍 劉子源 許世銘 梁 舜 鍾浩峰

球員14 俞資彥 黃柏濠 許世誌 曾政杰

球員15 易洛民 梁頌祺 李民灃

球員16 許子軒 周煒楷 莊鋮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