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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隊名 康仁體育會 凱旋 美孚奇鷹 籃青 友聯 香港邊爐隊 海灣戰士

Teame Name WELLMAN
MEI FOO

EAGLES
Star global VIGOR fgBC HKHOTPOT BAYKNIGHT

球員1 謝俊邦 趙勵勇 楊志恆 黃威雄 陳智文 梁世邦 陳偉業 蔡港生

球員2 黎國熹 鄭永貴 鄺怡禮 黃土葉 劉春霆 孔展程 陳承謙 何山

球員3 黎永佳 楊光富 李澤成 黃海傑 梁有榮 黃錦俊 陳張敏 許嘉仁

球員4 郭俊華 李文偉 梁奕曦 陳傳威 歐陽志偉 李盛昌 吳家麒 姜文迪

球員5 蔡家豪 陳樂寧 黃志雄 陳子彬 李浩基 羅仲賢 林浩賢 林茂鴻

球員6 許子建 朱加偉 葉汝強 梁泗榮 蕭嗚遠 張志宏 黎耀恩 李天頌

球員7 彭俊傑 陳偉明 禤子健 陳文勇 楊偉傑 賴豪賢 傅傑 梁漢威

球員8 洪漢賢 鄭耀文 伍俊傑 趙嘉雄 方誠義 鍾健文 陳紫翔 李啟鈞

球員9 胡家晉 梁凌鵬 王梓旌 王祐天 黃鎮煒 陳匯國 梁凱鋒 黃家輝

球員10 羅文光 侯浩庭 呂建業 李潤基 姜展明 鄭達斌 譚兆華 王得權

球員11 陳家進 郭家威 梁延宇 周少傑 李文偉 范思浩 張振臯 楊子光

球員12 劉健明 劉敏傑 劉志聰 張家騏 彭富恆 羅耀威 嚴志成

球員13 陳耀祖 陳震宇 莫小東
Perkins Damien

Cortez 許肇文 潘正熙

球員14 蘇伊俊 辛祖謙 朱幼成 左翰鏘 司徒偉傑

球員15 黃銳勤 鄭章璟 李昌傑 左翰彬

球員16 張子龍 李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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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隊名 大同 鑽浸 嶺南 元動樂 好友 開心能化 健青

Teame Name Tai Tung DHBC Lingnan NEO HECC KIN CHING

球員1 陳俊民 馮昭 黃嘉樂 李偉隆 陳萍凡 霍嘉銘 鄭鋆煒 楊梓恆

球員2 曾仲謙 周其志 何世強 葉文浩 林嘉良 陳永錚 李弘光 鄭泓

球員3 林嘉浩 古運雙 李俊偉 彭振邦 楊永怡 麥皓研 唐尹超 陳偉健

球員4 黎鎧瑋 鄧洪輝 黃亦霆 鄭世豪 梁家俊 王溢文 楊志強 謝文喬

球員5 郭俊輝 馬澤銘 吳廸康 黃耀良 廖慧森 鄧偉麟 鄭國義 張諺峰

球員6 袁肇章 李俊業 盧家鏘 甘宇傑 余永興 劉永裕 彭志聰 王先利

球員7 洪俊登 蘇峻頞 吳家銘 劉子楓 曾志輝 陸毅陽 鄭志勇 洪啟暉

球員8 黃衍嵐 梁樂衡 朱榮智 方家熙 徐毓光 姚化浩 莊俊傑 史偉建

球員9 歐陽展邦 吳萃俊 鄭文傑 羅文衍 曾兆熙 尹駿源 伍力恆 屈偉光

球員10 葉煦生 郭清鴻 羅善行 陳庭良 陳家榮 吳俊輝 黃家灝 洪思明

球員11 王健安 羅健文 陳穎銓 羅洪輝 周燕宏 劉振邦 鄧浩陽

球員12 蕭振業 盧國基 馮時徽 梁民熊 鄭穎煒 伍兆能

球員13 潘俊熹 黃偉安 何鴻賢 高榮生 袁勵森 林耀浩

球員14 梁浩然 夏智鵬 陳天鳴

球員15 翁萬特 陳鶴天 張偉軍

球員16 張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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