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展教練計劃–排球挑戰賽2018 球員名單

學校名稱： 隊名 球員1姓名 球員2姓名 球員3姓名 球員4姓名 球員5姓名 球員6姓名 球員7姓名 球員8姓名 球員9姓名 球員10姓名 球員11姓名 球員12姓名

A1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女子隊 林漢光 李禧裕 梁沛瑤 黃芷穎 陳怡蓁 羅穎珩 何鎧儀 賴芷陶 關恩陶 連靜霞 陳嘉淇 劉善愉 練蕙茹

A2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女子隊 TSTSS 莫穎妍 彭泳晴 伍千金 張妙怡 梁巧儀 林家燕 王蓓怡 張希霖 梁皓雯 鄧千煥 許若婷 黃濼宜

A3 聖士提反書院 女子隊 St. Stephen's College Cheng Ho Yee ChloeChiang Yin Ping Wong Hei Yu Pang Ka Wai Yeung Tung Ivy Lee Ching Yi Lau Pui Yi Chow Yui Ming Suen Man Kiu Zhang Hiu Lo Ng Chin Wai Lam Hoi Kei

A4 福建中學 女子隊 福建 朱凱寧 陳俊穎 陳嘉喬 凌芊兒 施雅晴 蕭珮潼 張芷晴 林卓盈 鄧芷琪

B1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女子隊 MST Ho Cheuk Yin Fung Ai Lin Ng Man Sin Wong Lut Yi Zhang Hui Yi Luo Hong Yin Lung Man Hei Cheung Chung Yan Hung Siu Kiu Lai Pui Yee Ng Tsz Yan Lam Yan Wai

B2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女子隊 全完 馮曦妍 潘家文 孫思銚 周君華 趙倩怡 鄭韋姍 吳碧瑤 吳紫茵 許霜莹 勞鈺洁 張惠琳 夏甜恩

B3 培英中學 女子隊 培英 吳婷婷 林樂稀 郭曉婷 潘子穎 陳家惠 馬莎莎 麥琇嵐 何海瑤 麥恩翠 陳倩儀 吳天姿 陳苑澄

B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女子隊 百周年 陳婧怡 李咖珈 于寶堯 薛凱琳 蕭創麗 盧詠淇 石愷雪 邱悅 王嘉詠 黃己恩 何詠希 梁逸晴

C1 迦密聖道中學 女子隊 迦密聖道 羅羚 孫穎欣 關思敏 劉心怡 楊茜茜 張鈺瑩 鄺冠頣 鐘傲君 楊雅婷 紀慧妍 謝麗霖 伍杞情

C2 華英中學 女子隊 華英中學 袁愷蔓 許多欣 鄧海彤 李采藍 黄梓薇 蘇亦琳 黃昕桐 江楚喬 鄭丹悅 莊詠淇 林安晴 白嘉瑩

C3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女子隊 安柱 尹美華 廖穎婷 何卓妍 吳紫晴 梁詩樺 鄺穎欣 彭智媛 何雪琳 黃諾晴 王欣悅 何淑鏵 六婧渝

C4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女子隊 YDSS 曾婉翹 陳頴兒 譚荔雯 何婉鈴 陳凱婷 何玉怡 葉茵僑 鍾韻晴 黃穎彤 陳嘉慧 聞曦晴 周思欣

D1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女子隊 楊中 万林香 鄧鈞尤 黃嘉蔚 陳嘉瑤 許慧欣 梁倩碧 王樂怡 曾詠詩 許以心 邱思婷 鄒悅心 潘詠熙

D2 聖母書院 女子隊 OLC 謝宛螢 王諾霖 陳雪盈 劉可澄 鄭樂煥 李迦文 彭美嘉 黃柳忻 何咏琴 吳焯琳 葉祉礽 古靜雯

D3 迦密愛禮信中學 女子隊 愛禮信 葉天晴 李梓澄 羅芷韻  陳嘉茵 吳琬瑤 李詠恩 李潤霖 伍紀霖 曾芷瑩 黃宇晴 張尹頴 林子睛 

D4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女子隊 TSK 陳明慧 徐穎霖 蔡嘉欣 何彤彤 羅羨琳 周洁冰 李諾妍 黃妤軒 曾岳羚 陳詩婷 羅翠盈 段琇瑩

E1 馬鞍山崇真中學 女子隊 MOSTT 江芷茵 曾鈺堯 黃頌恩 司徒翹慧 胡筠翎  馮詠陶 畢偉昕 陳泇霖 周依潼

E2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女子隊 BHSC Zhang Yuen Lam Lee Hoi Ki Yu Man Man Wong Yuen Mei Kwong Yan Chi Kwok Man Sum Abby Yue Tsoi Yan Ho Chak Ling Winnie Chan Yiu Yiu Ma I Ting Law Ka Kiu

E3 荔景天主教中學 女子隊 LKCSS Tsang Po Yi Kwok Wai Lam Tsui Katherine Lok Hei Tang Ho Ha Lam Sze Man Huang Ue Yan MOK WING SZE CHUANG KAM YI JOEYCHU WAI CHAN KA MAN Cheung Man Fung Lai Chui Lam

E4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女子隊 SSGC 姚依樂 郭善彤 梁倬姿 曾淑婷 余汶晞 鄭綽琳 蔡溢桐 姚依彤 劉柏妡 辜恩悅 劉雨晴 黃希嬅

F1 聖羅撒書院 女子隊 聖羅撒 歐梓瑩 劉嘉宜 黃樂欣 鄧迦文 龔穎然 張萱瑩 錢愷臨 蘇靄民 李子晴 方楚翹 湯德穎 陳靖琳

F2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法團校董會 女子隊 白約翰 伍蒨兒 譚卓琦 張希朗 梁芷欣 霍慧旻 黃思琪 唐紫柔 張敏莉 劉焯婷 陳芷澄 陳炫蓓 梁綺婷

F3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女子隊 PLK83 莊培鈺 何思萱 阮珮芝 黃梓晴 陳芷若 賴焯琳 陳綺妮 陳欣然 梁卓怡 林啟山 馬泳欣 江卓瑩

F4 香島中學(大坑東) 女子隊 HTMS 饒芷昕 簡心悅 陳靖童 董鎂呈 葉嘉儀 張詠希 黃炏禎 陳諾姿 劉芷喬 黃美欣 何曉欣 馮毅垚

G1 林大輝中學 女子隊 LTFC MA Hiu Ying CHIANG Hoi ShuenNG Tsoi Yi LAW Yi Lok LAM Hei Tung FUNG Wui Lam HUANG Tsz Yan GRABO Donata HUI Wan Suet CHIU Tsz Yin WONG Ho Chun LIU Chin

G2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女子隊 TKP 梁紫柔 莫芷晴 張桂蓉 符念慈 何曉淋 陳日彤 李麗淇 蘇詠詩 劉綺晴 何麗君 江穎曦 李佩欣 

G3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女子隊 QESS 吳芷晴 林芷琪 梁凱林 袁敏明 黃湘琪 陳銘恩 麥冠誼 鄧倩喬 王麗愉 林芷瑩 黃卓瑩 鄒業秋

G4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女子隊 LKS 關樂宜 胡秀菲 陳卓藍 林倩瑩 羅詠歐 黃梓晴 廖廷茵 謝嘉慧 何子柔 傅嘉文 鄭蘊姿

H1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女子隊 KYWG 施茵媛 蘇煒棋 劉倩欣 劉佩儀 吳梓瑩 葉書韻 羅楚君 莫鵠甄 吳泳詩 黃楚翹 趙芷敏 關穎琳

H2 靈糧堂怡文中學 女子隊 怡文 朱殷霆 劉倚彤 鄭維珍尼亞 汪慧盈 李彥賢 池曉明 周芷茹 曾融榆 黃依琦 鄭曉桐 李詠芝 羅綺綾

H3 五育中學 女子隊 NYSS 陳貝甄 羅嫦嫦 羅夢婷 丁麒蔓 江羿冰 李思彤 黃芷喬 王家寶 楊寶婷 冼文雅 李梓麒 陳顯靜

H4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女子隊 HKCWCC 鍾雅雯 張天雅 張程詠 李彥嵐 古詩意 梁凱韻 趙文蔚 畢凱琳 鄧梓欣 董佩樺 陸錦盈 王樂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