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14歲或以下組 W14 25/1/2019 15:36 更新

組別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隊名 聖嘉勒 真道 永隆中學 福建中學B 嘉諾撒 馬崇真

Teame Name Heep Yunn B SCGS LA FUKIEN B CANOSSA MOSTT CUBE

球員1 吳貞靜 GURUNG Suhani 張芷筠 姜海熒 袁穎淇 蔡詠晴 黃思穎 周悅瑤

球員2 周樂也 游雪瑩 黃靖懿 陳雯筠 劉希賢 許頌晴 馮詩曼 梁瑞昕

球員3 黃煊嵐
DinGal Kiel

Ashley Caasi
陳頌恩 陳芷珊 戴卓彤 袁焯萱 林蔚男 蔡鈺鑫

球員4 盧姵廷 廖穎琳 盧凱澄 吳穗心 陳子柔 關凱允 雷雅晴 王艾

球員5 崔泳琳 霍穎妍 陳紀南 袁曉彤 郭希琳 梁采殷 黃諾彤 吳銘翹

球員6 何樂心 陳紀霖 黎蔚凌 馮筱童 何芷瑩 陳凱瑩 霍芷晴 陳心怡

球員7 林穎南 張茵婷 楊子瑤 周欣童 蔡汶萱 王紫穎 容凱盈 何宛澄

球員8 馬秀萍 郭政怡 鄭鎧霖 邱勵融 鍾卓珈 黃靖珺 徐滙 李芷僑

球員9 林芷翹 李穎浠 李希雅 洪婉晴 葉千碧 吳千欣 洪穎怡 李悅欣

球員10 GURLEEN KAUR 伍逸藍 袁曉彤 王諾琳 申家怡 尹松蕙 吳家瑜

球員11 陳心祈 梁一楠 何靖彥 郭恩慈 陳姿穎

球員12 王思雅 劉心愉 關加柔 劉靜莃

球員13 楊子悅 林匡祈 林曉慧

球員14 陳雪婷 吳子欣 黃晴霖

球員15 曾紀雯

球員16 邱澄欣

25/1/2019 15:36



第八屆健康盃籃球錦標賽    女子14歲或以下組 W14 25/1/2019 15:36 更新

組別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隊名 馬可賓 青中 永青 康仁

Teame Name MAHOPAN Heep Yunn A CYMCASS St.Mary's B YING WA OYSTER C WngChing Wellman

球員1 黎美妤 李心悅 林青慧 蕭卓瑜 江顥婷 顏昕 呂婉曼 黃天嵐

球員2 黃虹萍 毛凱欣 周映彤 何映妤 伍碧妍 黃天琳 張家媛 周恩彤

球員3 余禧汶 黃晞雯 李詩淇 蕭小柔 張曉晴 陳詠馨 高詠妍 朱軒彤

球員4 馮凱童 盧海瑤 吳思恆 周美莉 陳德容 林裕殷 吳芊瑤 梁懿

球員5 歐鍩姸 姚凱寶 干潁堯 呂頌雅 周任兒 鍾曉晴 黎曉程 莫靖琪

球員6 康綽嘉 李佩沛 林卓童 連梓淇 陳嘉欣 李綵婷 劉若谷 麥泳

球員7 羅昕桐 姚釆芸 謝玅阡 吳詠芙 鍾葆淇 戴韻棋 高詠妍 莊晞汶

球員8 關敏君 馬子霖 柯穎桐 劉珈熒 吳源芳 黃佳禧 駱映彤 陳心悅

球員9 施靖嵐 陳考悠 蘇凱琳 潘泳言 盧靜瑤 張穎琦 胡倬嘉 楊樂恩

球員10 吉佳音 鄧心淇 王若谷 余丹喬 鄭思睿 梁凱喬

球員11 李詠琳 林梦迪 梁晞樂 陳詠瑜 莊朗榕

球員12 張穎琳 `劉穎怡 陳泳潼 湯凱喬

球員13 譚錦渝 陳敏華 劉雅喬

球員14 林可盈 莊采兒

球員15 吳海蕾 歐陽心柔

球員16 黃曉楠 李凱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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