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球隊/學校 姓名

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劉翠芝

2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呂滙霖

3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譚穎琳

4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林翠珊

5 沙田祟真中學 葉綺蕾

6 沙田祟真中學 陳穎恩

7 沙田祟真中學 連紀盈

8 沙田祟真中學 郭巧晴

9 裘錦秋中學(葵涌) 黃巧霖

10 裘錦秋中學(葵涌) 何頌欣

11 裘錦秋中學(葵涌) 郭逸彤

12 裘錦秋中學(葵涌) 張韻漾

13 裘錦秋中學(葵涌) 陳嘉盈

14 高主教書院 魏匡言

15 高主教書院 周凱欣

16 聖公會基孝中學 陳曉儀

17 聖公會基孝中學 楊樂瑩

18 聖公會基孝中學 張寶怡

19 景嶺中學 毛苑懿

20 景嶺中學 吳瑋彤

21 景嶺中學 黎均瑜

22 景嶺中學 戴清莹

23 嘉諾撒聖家書院 馮家維

24 嘉諾撒聖家書院 李姿賢

25 嘉諾撒聖家書院 李心兒

26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蔣雨欣

27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徐碧瑤

28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鄭沛枝

29 孫方中書院 鄒綽盈

30 孫方中書院 朱寶恩

31 孫方中書院 徐濼暄

32 孫方中書院 黎曉程

33 孫方中書院 唐安芝

34 沙田培僑書院 蔡鈿洋

35 沙田培僑書院 郭芷雪

甄選日期: 2019年5月22日 (三)

甄選地點: 林士德體育館 

報到時間: 6:30pm　
甄選時間: 7:00pm

香港籃球總會 - 2019女子 (U16) 發展隊 甄選名單

※請各參加者帶備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並換好整齊運動服裝於上述日期及報到時間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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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葉卓渝

37 賽馬會官立中學 魏樂兒

38 賽馬會官立中學 李沛怡

39 賽馬會官立中學 李綽紊

40 賽馬會官立中學 尹明慧

41 賽馬會官立中學 楊芷昕

42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張恩熙

43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伍紀彤

44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林凱晴

45 / LAM CHEUK YING

46 / TAI CHEUK TUNG

47 / LEE MUN YING

48 / WONG HOI CHING

49 / LO YUK HANG

50 / 鄧羨彤

51 / 蔡慧勤

52 / 曾𨥈滛

53 / 黃婧霖

54 / 譚卓翹

55 / 陳樂如

56 / 楊溢希

57 / 鄧海楹

58 首席籃球會 郭子柔

59 首席籃球會 李穎彤

60 首席籃球會 李浠渝

61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余曉晴

62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鄧秀蓮

63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陳欣彤

64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劉麗茵

65 真道書院 蔡樂兒

66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方樂兒

67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蔡曉雅

68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黃秀玲

69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陳綺婷

70 博愛醫院鄧佩瓊記念中學 黃巧嵐

第 2 頁，共 5 頁



編號 球隊/學校 姓名

甄選日期: 2019年5月22日 (三)

甄選地點: 林士德體育館 

報到時間: 6:30pm　
甄選時間: 7:00pm

香港籃球總會 - 2019女子 (U16) 發展隊 甄選名單

※請各參加者帶備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並換好整齊運動服裝於上述日期及報到時間報到。

71 心誠中學 薜詠欣

72 心誠中學 黃卓怡

73 心誠中學 黃曉穎

74 心誠中學 黃可穎

75 心誠中學 鄭詠霖

76 嘉諾撒聖心書院 YEUNG CHEUK YING

77 嘉諾撒聖心書院 ANNA LAM

78 荃灣官立中學 陳嘉慧

79 荃灣官立中學 施婧雯

80 荃灣官立中學 温樂怡

81 寶覺中學 游斯行

82 寶覺中學 曾紫珊

83 寶覺中學 楊梓玄

84 寶覺中學 黃小婷

85 寶覺中學 梁珮瑜

86 寶覺中學 蔡可盈

87 寶覺中學 葉慧琳

88 寶覺中學 蔡卓琳

89 寶覺中學 吳燕玲

90 聖母書院 林卓妍

91 聖母書院 楊煒翎

92 慕光英文書院 林天慧

93 慕光英文書院 翁韻姿

94 慕光英文書院 馮佩雯

95 慕光英文書院 陳諾瑤

96 迦密聖道中學 吳善桐

97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林莛芯

98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蔡曉瑩

99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郭政昕

100 弘立書院中學部 黃加穎

101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陳嘉恩

102 浸信會永隆中學 關海珮

103 浸信會永隆中學 林普茵

104 浸信會永隆中學 陳芷珊

105 聖傑靈女子中學 蔡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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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聖傑靈女子中學 老舜茹

107 聖傑靈女子中學 譚紫莹

108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何恩曦

109 聖傑靈女子中學 江寶欣

110 迦密中學 LAI PAN HEI BERNICE

111 迦密中學 TANG YAN

112 迦密中學 LAM WING TUNG CHEISTIE

113 迦密中學 CHAN PO TING

114 迦密中學 LAW WAI YING

115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陳海欣

116 佛教黃鳳翎中學 倪美恩

117 佛教黃鳳翎中學 USO JAY ODO

118 拔萃女書院 陳雅怡

119 拔萃女書院 温栢曦

120 笑咪咪 劉巧晴

121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陳殷彤

122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繆希怡

123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梁凱柔

124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李曉蕾

125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楊怡婷

12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潘柏澄

12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潘曉琳

128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翁倩如

12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陳欣琪

13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鄭天慧

131 RELAYSIS 蔡旻靜

132 / 張聆山

133 / 麥卓穎

134 / 李慧琳

135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楊秀慧

136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陳津意

137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李慧愉

138 CCCMFC 江藹琳

139 CCCMFC 林嘉穎

140 CCCMFC 陳雅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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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CCCMFC 梁曉彤

142 GOOD HOPE SCHOOL 李韻怡

143 GOOD HOPE SCHOOL 張鎧恩

144 GOOD HOPE SCHOOL 鍾欣穎

145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陳思翹

146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馬晞雯

147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NGAI CHARLOTTE

148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陳芷婷

149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黃泳嵐

150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劉巧晴

151 林大輝中學 黃嘉詩

152 林大輝中學 梁芷甄

153 林大輝中學 馬嘉琪

154 李寶堯紀念中學 陳子晴

155 / 歐思汝

156 滙基書院 招綺婷

157 滙基書院 梁雅雯

158 滙基書院 何碧雯

159 滙基書院 梁煒嵐

160 滙基書院 梁凱澄

161 培正中學 戴恩熙

162 培正中學 王熙晴

163 培正中學 葉沚喬

164 港大同學會書院 陳詩琪

165 港大同學會書院 李玟瑩

166 港大同學會書院 柯奕卉

167 港大同學會書院 鄭芷晴

168 漢華中學 歐可欣

169 漢華中學 黃珈怡

170 漢華中學 許傲悠

171 漢華中學 馬綽橈

172 拔萃女書院 王心言

173 拔萃女書院 謝樂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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