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分球員 增補球員

男甲

(MA)
毽隊名稱 會員 領隊 教練 毽員1 毽員2 毽員3 毽員4 毽員5 毽員6

MA1 奧圖 個人 黃潤龍 劉浩勤 羅建亨 鄧卓堯 劉宇浩 余海傑
MA2 智凝 學生 羅建亨 孫仲明 韓思明 劉浩勤 梁漢杰 余子杰
MA3 CROSS 個人 孫仲明 羅建亨 梁震鋒 畢日明 林煒堂 陳啟豐
MA4 無限 個人 張駿明 張駿明 梁浩然 歐嘉駿 黃志傑 張駿明 陳永全 何邵機
MA5 OBB 個人 梁文偉 陳浩然 柯鈞鎬 黃振棕 陳美耀 洪鎮文 梁鈞賀
MA6 雄峰 學生 羅建亨 鄧卓堯 孫仲明 林文中 陳達權 劉永星
MA7 MJJ 個人 梁文偉 柯鈞鎬 陳浩然 周厚聰 馮卓賢 黃康程
MA8 周中 個人 余海傑 韓思明 黃潤龍 郭文輝 楊力彤 陳俊銅
MA9 毽樂團 個人 蘇美顏 蘇美顏 黃子涵 董文 周栢渝 朱朗宏

MA10 Xdreams Sports 個人 吳耀強 梁文偉 李智鋒 林志偉 莫智傑 彭淬祺 霍彥希
MA11 一期一會 個人 羅礎健 羅礎健 羅礎健 鄭永恆 吳耀強 黃俊業 李啟廸 尤啟鏗
MA12 翱昇 個人 黃志傑 柯鈞鎬 蘇永良 陳壅基 林希隅 林卓謙

男乙

(MB)
毽隊名稱 會員 領隊 教練 毽員1 毽員2 毽員3 毽員4 毽員5 毽員6

MB1 5A 個人 關偉志 關偉志 蘇洛汶 黃隆譽 賴晉森 梁鎮灝 許嘉宇
MB2 LTC 個人 柯鈞鎬 柯鈞鎬 王凱誠 曹俊賢 黃梓宏 黃明保 徐柏塱
MB3 果一隊 個人 黃振棕 黃柏豪 黃柏豪 林家麒 劉卓杰 鄭以琛 余穎康
MB4 應林 個人 梁浩然 梁浩然 蕭迪倫 陳乘恩 梁禮全 時思遠 黃澤麟 楊梓峯
MB5 三不館 學生 賴晉森 聶嘉威 雷震浩 聶嘉威 黃裕安 葉衍泓 陳嘉俊 朱啟文
MB6 唂咕 個人 陳靈 張駿明 黃智裕 賴國輝 黃冠文 吳志鍵 鄧俊邦 葉亮平
MB7 應林B 個人 梁浩然 梁浩然 容卓軒 陳奕熹 陳可期 鄧皓昕 李廷軒
MB8 海鷗體育會 個人 廖潔娥 麥幗韾 李國泰 吳天立 劉俊鍵 陳家銘 林昀澍 劉健民
MB9 Classic 個人 黃振棕 黃振棕 彭信德 林子聰 楊榮泉 陳炤元

MB10 隨喜 個人 鄧漢亮 李達榮 李達榮 洪愷懋 鄧漢亮 洪子霖
MB11 出前大丁 學生 賴晉森 文啟聰 文啟聰 唐閩煌 張海鵬 梁鈞博 陸智達 梁健樂
MB12 偉雀爺足毽隊 個人 關偉志 關偉志 林滿康 朱沛衡 葉翼康 周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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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丙

(MC)
毽隊名稱 會員 領隊 教練 毽員1 毽員2 毽員3 毽員4 毽員5 毽員6

MCA1 恩福康體 個人 黎浩然 黎浩然 黎浩然 梁國雄 彭秋慈 盧永明 楊顯智
MCA2 靈風二隊 個人 莊曉暉 柯鈞鎬 鄧皓庭 張之重 李沛熹 李志遠 李柏弦
MCA3 SYJ 學生 余穎康 余穎康 蘇逸勤 蘇灝言 潘俊熹 莫朗希
MCA4 靈風一隊 個人 莊曉暉 柯鈞鎬 文浩天 張敦銘 李梓泓 樊豈湲 蘇逸津
MCA5 SSLMC 個人 吳耀強 吳耀強 梁振豪 鄭梓皓 高俊傑 魏文鋒 曾偉哲 黎柏希
MCA6 CCST1 個人 韓思明 韓思明 黃健俊 黃瑋信 王森茂 林潤宇 楊漢都 林駿軒

MCA7 Killersoap 個人 許華港 關偉志 鄭繼池 林兆佳 程浩廉 黃明耀 潘晞弦 許華港

MCB1 高矮肥瘦 個人 黃振棕 黃振棕 盧世杰 蘇建華 任旨頌 吳俊霆 馬宜驄
MCB2 EdUHK C 學校 柯鈞鎬 柯鈞鎬 方俊輶 袁崇傑 嚴逸如 秦文強 蔡煒浩
MCB3 應林C 個人 梁浩然 梁浩然 鄧俊達 郭志傑 何朗日 梁耀曦 蘇鈺佳 陳招煉
MCB4 EdUHK A 學校 柯鈞鎬 柯鈞鎬 葉劍龍 梁子恒 葉信宏 刑家朗 黃耀庭
MCB5 明華 個人 黃振棕 黃振棕 楊希予 伍浚賢 馮耀華 招兆坤 黃碩政
MCB6 FANG 個人 鄧漢亮 李達榮 馮劍南 邵俊業 黃朗然 劉宇峰

MCB7 5SUK 個人 鄧智仁 鄧智仁 鄧智仁 王鴻 譚以誠 趙大福 黃瀚鋒

MCC1 聯賽叫咩名好 學生 賴晉森 賴晉森 郭敏機 馮家俊 沈駿甯 王佐政 劉晉源 吳家豪
MCC2 何宿 個人 李達榮 李達榮 胡一信 莫浩文 徐敏強 左煒鋒 廖浩淦 陳俞延
MCC3 CCST2 個人 韓思明 韓思明 劉晉維 吳尚禮 楊憲樂 蔡尚志 李和森 梁耀熙
MCC4 洛奧 個人 朱鴻德 朱鴻德 區頊顯 朱肇唯 嚴啟航 張熹浚
MCC5 腦震盪 個人 譚定國 譚定國 譚定國 黃嘉俊 林敬庭 梁勇誼 冀學文
MCC6 聖言中學 學校 廖潔娥 廖潔娥 范宇鍵 何啟業 李金鍵 陳奕恆 瞿昱量

MCC7 盟 個人 梁振聲 梁振聲 梁振聲 陳浩瑋 唐偉業 林爭榮 羅耀康 馮文偉

MCD1 GALAXY 個人 馮明竣 王賀賢 馮明竣 王賀賢 談善軒 葉潤漢 梁健恒
MCD2 毽俠 個人 朱鴻德 陳富強 陳志輝 朱鴻德 李忠浩 陳富強
MCD3 雅比斯 個人 高偉祥 陳耀光 方家俊 高偉祥 郭錦輝 李業基 陳耀光
MCD4 皇家偉 個人 關偉志 關偉志 方家傑 孔俊輝 禤家俊 關偉志 林沐恩
MCD5 東區之友 個人 吳添滿 吳添滿 吳添滿 許懷仁 李世鴻 吳偉倫 林智偉 曾繁楷
MCD6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學校 廖潔娥 廖潔娥 劉文軒 張卓男 黃嘉御 陳澧峰 李泓俊
MCD7 EdUHK B 學校 柯鈞鎬 柯鈞鎬 李柏熹 蔡樹堅 鄭浩傑 蔡進軒 張明輝
MCD8 EDF 學生 賴晉森 賴晉森 黃聖業 雷俊謙 葉衍楠 許卓業 徐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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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甲

(FA)
毽隊名稱 會員 領隊 教練 毽員1 毽員2 毽員3 毽員4 毽員5 毽員6

FA1 周中靜 個人 孫仲明 羅建亨 彭凱瑩 關凱尹 閻諾 高曉晴
FA2 乘風新紀元 個人 畢日明 畢日明 李燕玲 羅詠芝 余秋霞 羅珊珊 方樂愫 林映琪
FA3 青悅之青 個人 張駿明 張駿明 戴沛希 馮敏儀 陳靈 徐鈺渟
FA4 青悅之悅 個人 蘇詩敏 劉浩勤 劉嘉琦 曹靜 李楚茵 張桂玲 羅方希
FA5 毽趣園 個人 蘇美顏 黃子涵 蘇美顏 廖凱欣 關敬欣 嚴海琪 盧秋樺 梁韻欣
FA6 小福1 個人 黃素花 黃素花 黃素花 任芷珊 梁蕊 朱凱敏 魏志玲 錢玉瑤
FA7 彩虹 個人 廖潔娥 陳家鉻 廖潔娥 麥幗馨 忻雯艷 黃寶兒 蘇詩婷
FA8 毽翠樂園 個人 蘇美顏 廖凱欣 何靜娥 鄭愛蓮 李金妹 鄭邵晨 陳麗盈 曾婉婷
FA9 翱昇女子足毽隊 個人 黃振棕 柯鈞鎬 黃雪欣 陳琳 鄭幸兒 黃韻清 呂慧思

FA10 春蕾足毽隊 個人 梁文偉 陳浩然 盧慧鳴 賀賢昭 林婉萍 趙玲儀 萬依琪

女乙

(FB)
毽隊名稱 會員 領隊 教練 毽員1 毽員2 毽員3 毽員4 毽員5 毽員6

FBA1 未圓舟中 個人 梁震峰 劉俊鍵 陳美韵 鄭雅賢 朱曉文 夏翠蔚
FBA2 文質A 個人 梁浩然 梁浩然 鄒芷茵 梁天心 李嘉琪 郭彥君 廖文蔚 李心如
FBA3 EdUHK A 學校 柯鈞鎬 柯鈞鎬 陳思琪 李淑嫻 黃紫晴 楊紅新 王祖怡 周貝兒
FBA4 綿海上的拉C 學生 賴晉森 文啟聰 陳穎欣 莫天蔚 林雨施 李倩雯 莫梓瑩 鄭希桐
FBA5 恩福康體A 個人 蘇筱蓮 黎浩然 郭慧萍 葉衛嫦 駱慧儀 蕭玲

FBA6 聖傑靈C 個人 蘇詩敏 蘇詩敏 李泆頣 陳曉雯 陳彥之 何韻玉 葉綽瑤

FBB1 周中DIVAS 學生 羅建亨 羅建亨 孔紀愉 黃芷晴 盧頌湉 孫淑芝
FBB2 聖傑靈A 個人 蘇詩敏 蘇詩敏 黃麗青 鄭炫 陳予 陳瑜
FBB3 小妹妹 個人 李達榮 李達榮 徐欣彤 黃敏儀 謝曉瑩 貝慧雅 徐朗晴 黃施樂
FBB4 Tyro 個人 黃振棕 黃振棕 廖芷琪 譚卓雯 林雅思 王子君
FBB5 恩福康體B 個人 蘇筱蓮 黎浩然 黃玉妹 蘇筱蓮 蕭玉娟 陳雪欣
FBB6 聖傑靈B 個人 蘇詩敏 蘇詩敏 蔡穎桐 曾佩穎 陸穎芊 朱慧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