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9歲或以下組 M19

組別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隊名 南華 莫慶堯 心籃0304 地利亞協和 永倫星島

香港桃源

同鄉會 標準錶針

Teame Name SCAA

Z-CHALLENGE

十八鄉 SMHYC Delia Hip Wo

WINLING

SINGTAO

球員1 姚卓曦 溫子謙 岑曉楓 謝彥祖

BALAGSA, JAMES

PATRICK NELSON

SANTOS 周曉揚 梁聲偉 蔡堅信

球員2 吳卓謙 李柏篙 易柏希 李庚禧

MAURICO,

FRANCOIS GENREN

SITSIT 熊俊輝 鄭永臻 蔡沅浩

球員3 黃雋羲 梁子慶 陸沛棠 李忠希 CHAU, CHUN CHUEN 袁浚皓 劉大騰 鍾煒豪

球員4 李傑樺 曾建龍 曾紀賢 葉宜鑄

MAGLANTONG,

JERICK FERNAN

JAPITANA 陳宇生 李浩天 李贊志

球員5 陳錦龍 古耀中 歐陽家佑 阮剛強 GURUNG, SUJAL 林祖誠 吳文豪 方贊凱

球員6 梁浚朗 黃金豪 黃仲升 蘇朗彥 RAI, PRABHAT 劉源發 李彥陞 郭皓瑋

球員7 蕭愷燊 曹雋謙 吳燁林 楊健峯
RABARA, JOSH

BRADLEY PARRENO 盧學銘 吳俊羲 伍柏禧

球員8 鄭祉活 潘敏聰 譚穎軒 詹朗聰
DELA ROSA, DEAN

MARTIN MAYUYO 歐陽賀謙 黃子銘 譚醇豐

球員9 陳文滔 曾浩然 張榮曦 葉柏濤 LAM, CHEUK KIT 劉旭文 陳志健 黃奕朗

球員10 鍾俊弘 黃俊豪 梁晉晞 李敖泓
DELA ROSA, FRANCE

DUNCAMAYUYO 俞嘉軒 陳駿燁 梁柏謙

球員11 吳晉寧 畢鈞皓 李柏橋 梁逸齊
MORALES, ELIJAH

ALDRICH MENDEZ 李瀚霖 陸竺昆 曹民軒

球員12 徐文烈 羅嘉希 余錦權 葉冠宏 HUI, SZE HOI 梁子健 林紀君 莊岳羲

球員13 吳定成 廖康丞 THAI, QUANG ANH 林偉銓 施皓信

球員14 黃啟航 繆梓淳 YU, CHUHAN 余境城 陳栢鑾

球員15
AGUILAR, LEO JR.

MAGALLANES 何虞衡 黎囯豪

球員16 李浩曦 吳以信



第十二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19歲或以下組 M19

組別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隊名 自力 青年 陳白沙A 翱信 英華A

Teame Name YOUTH

 ONE TEAM ONE

DEFENCE CPSSA OCEAN

BORN TO

FLIGHT YINGWA A MotivatedBeast

球員1 林基豪 鄧力嘉 徐家希 楊佳俊 陳樂熹 黃楊天 任竣陽 黃啟錀

球員2 李竣軒 漢禮仁 張聰恆 陳澤樂 賴泳熹 譚晟宇 莫煒謙 陳卓熙

球員3 楊伯豪 麥高銘 鮑梓軒 曾俊盛 蕭栢權 劉文俊 黃浚軒 李錦豐

球員4 楊程諾 張嘉謙 華英豪 林泊迪 陳 域 黃子琛 梁振璇 林 浚

球員5 邱子朗 許浩翔 葉尚義 何家輝 陳學瀚 劉振彥 盧樹旻 劉梓宏

球員6 謝祖佑 李昊龍 劉子森 周宇濠 周以傑 黃健樂 梁子森 許家禧

球員7 曾煒程 文佐鳴 蘇樂樂 李孝賢 陳皋鳳 甘俊傑 吳委峻 羅嘉進

球員8 艾 文 蘇嘉偉 李均耀 周宇城 陳皋魁 文楚峯 鍾子豪 鍾家銘

球員9 巫廸濤 李浩文 鄭志豪 郭灝揚 李穗和 姚洛銘 龍 鑫 崔銚丰

球員10 鍾啟棠 葉志弘 盧冠熙 黎湘駿 郭進鋒 黃逸星 謝逸星

球員11 黃 敬 陳昇宙 蘇志浩 黃志豪 駱衍宏 蔡浩東

球員12 吳翊旺 陳浩天 邱閃勵 梁國豪 康博喻 靳弘毅

球員13 譚子翹 顏德俊 關皓晴 盧銘謙

球員14 馬昊榛 周泓耀 蘇冠仁

球員15 葉華駿 吳子樂

球員16 倪嘉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