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 組別 隊名

1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男子甲組 禧年1隊

2 九龍塘宣道小學 男子甲組 宣道男甲1

3 九龍塘宣道小學 男子甲組 宣道男甲2

4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男子甲組 KTS男甲1隊

5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男子甲組 埔浸小A

6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男子甲組 協和

7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男子甲組 基真1隊

8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男子甲組 基真2隊

9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男子甲組 基灣男甲1隊

10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男子甲組 基灣男甲2隊

11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男子甲組 五邑

12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男子甲組 田小男甲1

13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男子甲組 田小男甲2

14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男子甲組 英業男籃1

15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男子甲組 CMS

16 台山商會學校 男子甲組 台山1隊

17 民生書院小學 男子甲組 民生書院小學男甲隊

18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男子甲組 林金殿男甲1隊

19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男子甲組 林金殿男甲2隊

20 佛教榮茵學校 男子甲組 榮茵A隊

21 佛教榮茵學校 男子甲組 榮茵B隊

22 沙田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沙官小

23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男子甲組 拔萃甲組1隊

24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男子甲組 張煌偉男子

25 東莞學校 男子甲組 TKS

26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男子甲組 朱正賢男甲隊

27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男子甲組 何壽南男甲

2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陳守仁男甲隊

29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錦泰A

30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錦泰B

31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男子甲組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32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男子甲組 KCOBAPS NO.2 (1隊)

33 迦密愛禮信小學 男子甲組 CALPS 1

34 迦密愛禮信小學 男子甲組 CALPS 2

35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男子甲組 陳式宏

36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男子甲組 黃藻森男子1隊

37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男子甲組 黃藻森男子2隊

38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男子甲組 WCB

39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男子甲組 CLCT(男子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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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香港嘉諾撒學校 男子甲組 CSHK-M1

41 香港嘉諾撒學校 男子甲組 CSHK-M2

42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男子甲組 CBLMC男甲隊

43 粉嶺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粉嶺官小男甲隊

44 馬鞍山靈糧小學 男子甲組 馬鞍山靈糧小學

45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男子甲組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男甲

4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男子甲組 葵盛信義(A)

47 陳瑞祺(喇沙)小學 男子甲組 CSKPS1隊

48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男子甲組 陳國威甲1隊

49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男子甲組 陳國威甲2隊

50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SYHM(男子隊)

51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男子甲組 何德心

52 聖公會主恩小學 男子甲組 主恩Z1

53 聖公會主恩小學 男子甲組 主恩Z2

54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奉基千禧男甲隊

55 聖安當小學 男子甲組 SAPS1隊

56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SMCE

57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男子甲組 梁鉅鏐A隊

58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嘉諾撒(新蒲崗)男子1隊

59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嘉諾撒(新蒲崗)男子2隊

60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福建(男子1隊)

6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福建(男子2隊)

62 福德學社小學 男子甲組 福德學社

63 鳳溪第一小學 男子甲組 鳳一

64 廣東道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廣小



學校名 組別 隊名

1 九龍塘宣道小學 男子乙組 宣道男乙1

2 九龍塘宣道小學 男子乙組 宣道男乙2

3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KTS男乙1隊

4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男子乙組 KTS男乙2隊

5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男子乙組 埔浸小B

6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男子乙組 基灣男乙1隊

7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男子乙組 基灣男乙2隊

8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男子乙組 田小男乙

9 民生書院小學 男子乙組 民生書院小學男乙隊

10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男子乙組 林金殿男乙1隊

11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男子乙組 林金殿男乙2隊

12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男子乙組 拔萃乙組

13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男子乙組 何壽南男乙

1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陳守仁男乙隊

15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乙組 錦泰乙組

16 英華小學 男子乙組 英華

17 英華小學 男子乙組 YWPS

18 香港嘉諾撒學校 男子乙組 CSHK-M3

19 香港嘉諾撒學校 男子乙組 CSHK-M4

20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男子乙組 CBLMC男乙隊

21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男子乙組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男乙

2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男子乙組 葵盛信義(BB)

23 陳瑞祺(喇沙)小學 男子乙組 CSKPS男乙1隊

24 陳瑞祺(喇沙)小學 男子乙組 CSKPS男乙2隊

25 黃埔宣道小學 男子乙組 黃埔宣道男乙1隊

26 黃埔宣道小學 男子乙組 黃埔宣道男乙2隊

27 聖公會主恩小學 男子乙組 主恩Z3



學校名 組別 隊名

1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女子甲組 HNPS1隊

2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九龍真光

3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女子甲組 KTS女甲1隊

4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女子甲組 埔浸小C

5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女子甲組 田小女甲1

6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女子甲組 英業A

7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女子甲組 林金殿女甲1隊

8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子甲組 協恩A

9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子甲組 協恩B

10 拔萃小學 女子甲組 拔萃小學

11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女子甲組 張煌偉女子

12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田千女A

1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田千女B

14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女子甲組 朱正賢女甲隊

1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陳守仁女甲隊

16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女子甲組 黃藻森女子隊

17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女子甲組 WCBG

18 香港嘉諾撒學校 女子甲組 香港嘉諾撒女甲1

19 香港嘉諾撒學校 女子甲組 香港嘉諾撒女甲2

20 粉嶺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粉嶺官小女甲隊

21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女子甲組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女甲

22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女子甲組 救世軍中原女子甲組

23 陳瑞祺(喇沙)小學 女子甲組 CSKPS

24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女子甲組 可立A

25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SYHM(女子隊)

26 聖公會主恩小學 女子甲組 主恩G1

27 聖公會主恩小學 女子甲組 主恩G2

28 聖博德學校 女子甲組 聖博德(A)

29 聖博德學校 女子甲組 聖博德(B)

30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CPS1

31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CPS2

3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福建(女子1隊)



學校名 組別 隊名

1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女子乙組 九龍真光乙組

2 九龍塘宣道小學 女子乙組 宣道女乙1

3 九龍塘宣道小學 女子乙組 宣道女乙2

4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女子乙組 KTS女乙隊

5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女子乙組 田小女乙

6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女子乙組 林金殿女乙1隊

7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女子乙組 林金殿女乙2隊

8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子乙組 協恩C

9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子乙組 協恩D

10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田千女C

1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陳守仁女乙隊

12 香港嘉諾撒學校 女子乙組 香港嘉諾撒女乙1

13 香港嘉諾撒學校 女子乙組 香港嘉諾撒女乙2

14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女子乙組 救世軍中原女子乙組

15 黃埔宣道小學 女子乙組 黃埔宣道女乙隊

16 聖公會主恩小學 女子乙組 主恩G3

17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奉基千禧女乙1隊

18 聖博德學校 女子乙組 聖博德(C)

19 聖博德學校 女子乙組 聖博德(D)

20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乙組 CPS3

21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乙組 CP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