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9歲或以下組 M19 17/1/2019 15:36 更新

組別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隊名 南華 首席 青年 歡騰 康仁體育會 赤子 青中

Teame Name SCAA SHUSEKI Noel WELLMAN Soar
BKIDS HONG

KONG
CYMCASS

球員1 周富謙 林均朗 茹昀樂 施侑汶 張文浚 楊智愉 伍洛軒 黃俊燊

球員2 張希泓 石銘謙 王建樂 施侑亨 黎家樂 郭軍麟 麥世柱 蘇兆瑋

球員3 林英喬 梁卓炫 莊賀順 勞卓磷 黃贊耀 劉榮浩 吳梓謙 羅翊倫

球員4 高金衛 阮剛強 鍾曜暘 陳灝榆 李鈞皓 范業弘 林鉦易 達泰然

球員5 張復勝 蔡朗天 蔡文熙 李浩賢 馮泳行 李諾文 黎冠言 馮嘉樂

球員6 李子東 張君豪 陳藝褕 林仁傑 梁溥霆 何震韜 郭凱文 黃永強

球員7 陳家豪 劉鴻銘 麥卓鈞 鄺港杰 梁嘉顯 黃以樂 王力濤 黃偉杜

球員8 張峰碩 張嘉晉 馬思瀚 鐘敬培 鄧加禧 郭豫康 李卓祺 羅敬彥

球員9 蔡再南 鄧光博 李昊龍 伍俊光 鄒耀淇 蕭瑋耀 王嚴 葉文熙

球員10 朱迪男 孫皓然 王子銃 林偉樂 莊曜政 陳柏霖 王震坤 林晉樂

球員11 龍子傑 雷日朗 胡銘康 楊浩然 陳耀威 俞資俊 陳兆男 霍沛霖

球員12 曾湛元 陳皓 鄧力嘉 翟永豐 陳子杰 李翱亨 陳嘉熙

球員13 洪子駿 林銘胤 胡子翹 李子賢 楊海福 王嘉希 劉曉峰

球員14 文澤希 陳灝宏 單寶軒 許文熙 羅敬毅

球員15 胡承天 吳子杰 羅健銘 鄧梓鴻

球員16 嚴俊安 黃祖耀 李智光 鄒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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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隊名 康仁 M3P U19 飛馬 八方永倫少年隊 安保漢友 奮進 晉裕

Teame Name JUNIOR PRO
Wellman X

Mr.3pointer
Winling Youth Star global S Youth

球員1 陳衍衛 朱俊傑 李靖祺 李宗憲 邱家樂 黃子維 羅啟軒 陳卓麟

球員2 鍾煒豪 吳偉謙 曾浩然 范浩雲 石維軒 陳家明 謝嘉浚 徐凱明

球員3 梁晉碩 吳樂軒 張國希 嚴天樂 張子俊 許君彥 楊荃皓 劉俊杰

球員4 麥高銘 陳佳豪 朱梓麒 鄺諭民 何國良 王澤潤 柯冠宇 王健朗

球員5 吳家佑 陳宣杰 林展飛 陳偉康 周湛峰 王駿財 莫梓皓 郭軒男

球員6 鄧力嘉 鍾伽濠 余俊諺 蔡瑞煒 潘梓聰 陳琪丰 邱靖瀚 方嘉信

球員7 胡浩 任梓浩 丁國晉 蔡嘯峰 黃思銜 鄭凱文 文俊傑 林璟宏

球員8 胡承天 楊禮銘 鄭永康 潘浩然 霍曉賢 黃景駿 魏淏龍 蔡富達

球員9 余俊彥 曾磊 陳梓康 李嘉禧 伍浩賢 李俊澄
SAATORI

Asher Gabriel
張煜良

球員10 蔡禮安 楊進諺 葉文俊 楊文超 陳楚熙 鍾瑋峻 巫偉韜 周希臨

球員11 梁晉騏 劉衍均 陳冠延 馬明道 陳學宇 陳樂希 徐浚豪 黃櫪霆

球員12 林聲灝 黃卓霆 李超然 李昊龍 劉華彬 歐陽承傑 郭澄聰 朱家樂

球員13 鄭啟臻 溫家俊 孔俊嵐 鍾煜森 何哲捷 陳卓朗

球員14 陳逸朗 陳仲儒 李銘翹 陳柏霖

球員15 張梓毅 梁銘峻 賴偉鴻 柯澤朗

球員16 楊常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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