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9歲或以下組 M19 20/1/2020 16:24 更新

組別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隊名 南華 翱翔 福建A 康仁安邦U19 菁英 標準錶針U19
八方永倫

少年隊

Teame Name SCAA SOAR FUKIEN A CuCCH
Wellman

On Pong

球員1 陳達羲 劉榮浩 梁蕘鏮 郭展維 巫偉韜 何鎧洋 譚家軒 范浩雲

球員2 周富謙 郭豫康 麥傑恩 楊朗希 張文浚 朱翹 梁文軒 馬明道

球員3 林民淇 楊智愉 潘展樑 彭俊業 李鈞皓 利昕朗 黃澤銘 潘浩然

球員4 張希泓 張浩德 梁棨皓 施柏羽 蔡子烽 蕭竣文 江偉曦 蔡瑞煒

球員5 張復勝 郭軍麟 陳卓然 盧建成 吳樂軒 梁晉曦 翟亦淳 賴偉鴻

球員6 羅子傑 蕭瑋耀 吳宗衡 李文迪 許偉陽 鄭曉哲 曾朗謙

球員7 馮俊希 何震韜 龔嘉俊 列國章 黃贊耀 黃愷楠

球員8 王嚴 林偉倫 陳逴鏗 李隆逸 葉衍佑 譚學隆

球員9 林熙耀 范業弘 袁家朗 劉鎮彥 亞臣 方展謙

球員10 彭世琛 張一航 楊永沛 黃家聰 徐浚豪 倪嘉仁

球員11 李傑樺 高弘哲 丁日焌 李諾恒 梁溥霆 趙朗希

球員12 冼耀星 施炳豪 張嘉堃 陳佳豪 趙振希

球員13 黃以樂 李德銘 陳宣杰 孔俊嵐

球員14 劉俊杰 鄭浩銘 邱振國 莫子賢

球員15 楊林錕 許浩翔

球員16 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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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E1 E2 E3 E4

隊名 安保漢友 觀功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

中學
永倫 思達 19A 彩虹鄒體育館(1) 太平洋 首席 南青 匯基書院

Teame Name PISTA 19B Winling Junior Pro OCEAN PACIFIC SCAA SPARTANS

球員1 陳學宁 李嘉銘 葉陶健 譚殷熙 林嘉豪 姚學智 梁晉碩 余萃康 王冠喬 梁展誠 錢樂霖 薛達淇

球員2 林筠皓 黎柏賢 姚彥朗 李瀚政 朱家豪 許文康 陳衍偉 劉煒 吳俊穎 葉顯睿 鍾志榮 黃祖陞

球員3 黃思銜 鄺德禧 張晉熙 羅卓文 施少豪 陸煒聰 陳浩 區國燊 丁國晉 石銘謙 黃珈朗 關智聰

球員4 楊文超 李巒峯 張忠平 劉伊秦 劉永謙 周祉延 林卓楠 卓奕鴻 張國希 梁卓炫 任竣陽 李卓謙

球員5 黃彥量 林富榮 麥煒祺 羅傑文 陳梓樂 黃烈烽 麥高銘 喬禮謙 鄭永康 蔡朗天 莫煒謙 馮嘉傑

球員6 張宗源 李肇朗 麥卓賢 鍾煒豪 張振熙 高金衛 周海諾 黃潤祺

球員7 黃炯鴻 詹皓程 蔡禮安 梁家珏 余宇琛 馬思瀚 陳以諾

球員8 林俊攏 黃祖軒 劉子睿 王耀駿 麥永臻 蔡偉民 趙俊傑

球員9 何進傑 李浩賢 吳家佑 蘇志樂 李宗憲 羅嘉豪 黎子敬

球員10 甄家勤 譚梓杰 鄧力嘉 許樂軒 阮剛強 吳碩深 李正軍

球員11 謝家堯 彭嘉舜 江志奡 鄉灝然 黃彥凱 黃郢風 陳抧森

球員12 邱子朗 林樞泓 張梓毅 鄺嘉俊 林均朗 陳展慰 李振英

球員13 陳德祥 麥祖耀 林奕炯 鄧睿彰 芮浩然 梁朝亮

球員14 張晉瑜 何卓恒 楊洛樂 林銘胤 陳翰賢 呂大衛

球員15 朱穎俊 黎希桓 郭益承 陳英偉 林悅納

球員16 林煒凱 林兆華 黃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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