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名 球員1 球員2 隊名 球員1 球員2

1 ALPS 大埔 譚洭倫 勞永鏗 17 吱吱喳喳 鄒桫名 黃泰龍

2 ALPS - Handshake 簡詩恆 黃震 18 SBDW 蔡偉傑 王龍

3 KS Team 蘇世文 傅學昆 19 DSE唔使考 羅南杰 何世茂

4 熱情的麻鷹 李健禧 張永暉 20 Force Elements 葉敬亮 張家謙

5 騰和ALPS - DW 謝鍵泓 黃嘉潤 21 灝龍 林惠龍 林灝銘

6 撈碧鵰 陳暐晴 黃志傑 22 R&B 黃英彰 楊博文

7 Fat Long 李智豪 黎日朗 23 便利店特攻隊 麥喬俊 野澤健

8 蠔大大 劉曉霖 張家濠 24 Smoke Salmon 苗灝暘 Ovcharov Vitaly

9 ALPS-仁濟 林琪豐 王沛林 25 唔好用腳 劉富豪 關梓烽

10 ALPS 我要買AIRCAR 李宇煌 葉志誠 26 ALPS - KU TIN LOK 古顯庭 余天樂

11 SA 丘至剛 杜顯陞 27 2R 黃俊偉 黃冠邦

12 RBBB 黃栢熙 黃思瀚 28 ALPS-BALLMING 張澔銘 陳葆霖

13 JC 譚嘉輝 林耀宗 29 PC 陳品全 鄭晉宏

14 赤殷 李祥坤 卓少雄 30 SCAA - LW 柳凱富 王長智

15 Alps-Brazil 李梓恆 劉健燊 31 海泓 謝卓泓 張家倫

16 理大排骨 楊景帆 丁思暤 32 山西豆腐隊 林卓諺 王鍵培



隊名 球員1 球員2 隊名 球員1 球員2

33 兄弟草 李霆峯 陳志浩 49 浪費時間 潘卓爾 林詩朗

34 ALPS - 廖氏 廖樞麒 廖家勤 50 Alps - cheapdrink 陳嘉浩 陳樂恆

35 CC 張綽航 徐錦龍

36 Alps-SGB 劉卓然 陳煒傑

37
ALPS-9號烈風
及Po風訊號

饒明淦 李烈峰

38 月巴俊 郭家俊 陳朗晞

39 Alps - 28E 鍾成輝 郭永輝

40 [上一隊][下一隊] 錢俊傑 馬凱琦

41 Ivan & Pak 林柏均 雲維華

42 KL 馬朗青 梁景嵐

43 Noob 梁兆鈞 楊朗曜

44 北極熊 林敬淳 張淦邦

45 隨心96ers 張俊彥 譚錦鴻

46 隨心 林永豪 車孝男

47 OK! 胡健朗 趙浩智

48 高翔 連源達 盧易翔



隊名 球員1 球員2 隊名 球員1 球員2

1 REUNION 任頌欣 劉天慧 17 唔好再打啦 鄭鈺諺 陳芷晴

2 ST 杜詠彤 江卓儀 18 JM 布諾珩 廖美恩

3 SURVIVOR 梁倩橋 馮可盈 19 齮齮齕齕 吳玥嬈 陳綺婷

4 Wong JJ 王嘉欣 蕭彥婷 20 YB 黃凱欣 何寶宜

5 The Gale 林穎哲 曾嘉悅 21 Ma ling 蔡淳茵 鄧秀玲

6 ALPS - Pillarsports 盧慧茵 袁廷芝 22 黃色 黃雯靖 梁式瑜

7 heui 柯栩華 徐希如 23 ALPS - red ice 曾子紅 鍾慧樺

8 YSYL 葉萃茹 葉萃苓 24 ALPS - CR 張芳婷 方慧敏

9 sumikko 黃詠雪 余藹殷 25 PuiPui 鄧琪霈 吳佩兒

10 you jump I jump 李敏婷 謝海茵 26 YC 張詠欣 李雅晴

11 My Jenny 林淑怡 麥𩓙恩 27 厚切腩肉 張嘉慧 黃芷欣

12 騰和Alps -AYYY 歐陽瑋欣 古蓉蓉 28 160 鄒凱喬 謝思行

13 TACKLE 楊雪瑩 蕭洛瑤 29 大細超 江卓瑩 王苑霖

14 ABMM 麥詠詩 關雅之 30 Messe & Coco 伍曉雪 黃曉瑩

15 YumiKa 陳秋穎 楊紫霞 31 下手 趙穎琪 林慧賢

16 SCAA KB 徐家麗 羅婷芳 32 雞包仔 方家宜 鄒穎琳



隊名 球員1 球員2

33 一毛壹釀 張嘉樺 楊穎曈

34 必賢 鄧真如 陳思穎

35 兵鈴嘭鈴 周鎧泓 梁嘉琪

36 縮 盧芷珊 黎思晞

37 矮入面最高 曾岳羚 謝麗霖

38 angle 劉鈞妍 黃凱亭

39 葵青-啫喱冰冰 周影楣 何慧恩

40 1442 羅可楓 李佩珊

41 IC 鄧靜敏 莊建芬

42 思敏儀 陳思敏 林敏儀

43 YS923 羅潤婷 黃雪怡

44 1021 廖烙敏 陳芷蔚

45 L 吳詠嵐 駱映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