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oup Class Team Game Date Player Gender Result

色帶A組 BANTAM/雛量級 道教青松小學 10/11/2019 伍家慧 女子 冠軍

色帶A組 BANTAM/雛量級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10/11/2019 林樂而 女子 亞軍

色帶A組 BANTAM/雛量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10/11/2019 林泳誼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BANTAM/雛量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10/11/2019 李可兒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FEATHER/羽量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10/11/2019 何一諾 女子 冠軍

色帶A組 FEATHER/羽量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0/11/2019 鄭紫瑤 女子 亞軍

色帶A組 FEATHER/羽量級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10/11/2019 許翠芝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FEATHER/羽量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10/11/2019 李旻諭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FIN/鰭量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10/11/2019 吳可喬 女子 冠軍

色帶A組 FIN/鰭量級 香港培道小學 10/11/2019 李爾晴 女子 亞軍

色帶A組 FIN/鰭量級 光明英來學校 10/11/2019 曾藹汶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FIN/鰭量級 民生書院小學 10/11/2019 黎心怡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FLY/蠅量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0/11/2019 陳思妤 女子 冠軍

色帶A組 FLY/蠅量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10/11/2019 施穎曦 女子 亞軍

色帶A組 FLY/蠅量級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10/11/2019 李雪瑩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FLY/蠅量級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10/11/2019 羅向晴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10/11/2019 黃子蕎 女子 冠軍

色帶A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10/11/2019 高芷菁 女子 亞軍

色帶A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10/11/2019 曾紀穎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10/11/2019 MALL SIMONI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輕量級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10/11/2019 莊嘉欣 女子 冠軍

色帶A組 LIGHT/輕量級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10/11/2019 翁穎熙 女子 亞軍

色帶A組 LIGHT/輕量級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10/11/2019 葉美莎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輕量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10/11/2019 呂頌悅 女子 季軍



Group Class Team Game Date Player Gender Result

色帶A組 WELTER/沉量級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10/11/2019 杜珈俙 女子 冠軍

色帶A組 WELTER/沉量級 香港嘉諾撒學校 10/11/2019 李汶蔚 女子 亞軍

色帶A組 WELTER/沉量級 長洲聖心學校 10/11/2019 梁韻姍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WELTER/沉量級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10/11/2019 周巧晴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BANTAM/雛量級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0/11/2019 姚焯南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BANTAM/雛量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10/11/2019 陳卓伽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BANTAM/雛量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10/11/2019 馮俊羽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BANTAM/雛量級 黃埔宣道小學 10/11/2019 陳立嘉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FLY/蠅量級 九龍塘宣道小學 10/11/2019 黃梓朗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FLY/蠅量級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小學部) 10/11/2019 龍浩仁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FLY/蠅量級 寶血會思源學校 10/11/2019 莫皓森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FLY/蠅量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10/11/2019 黃焯彥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HEAVY/重量級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10/11/2019 鄭梓聰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HEAVY/重量級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10/11/2019 辛格小星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HEAVY/重量級 聖公會主愛小學 10/11/2019 楊閎傑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HEAVY/重量級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10/11/2019 劉卓男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 HEAVY/輕重量級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10/11/2019 馮健泓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LIGHT HEAVY/輕重量級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10/11/2019 曾健朗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LIGHT HEAVY/輕重量級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10/11/2019 陳萬純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 HEAVY/輕重量級 國民學校 10/11/2019 陳灝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10/11/2019 楊梓樂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10/11/2019 梁芊暘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10/11/2019 胡昌楷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天佑小學 10/11/2019 方加諺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輕量級 聖公會蒙恩小學 10/11/2019 陸政文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LIGHT/輕量級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10/11/2019 陳啟發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LIGHT/輕量級 青山天主教小學 10/11/2019 蕭建淳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LIGHT/輕量級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10/11/2019 林庚叡 男子 季軍



Group Class Team Game Date Player Gender Result

色帶A組 MIDDLE/中量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10/11/2019 關紫龍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MIDDLE/中量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10/11/2019 王展旭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MIDDLE/中量級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10/11/2019 葉雨軒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MIDDLE/中量級 黃埔宣道小學 10/11/2019 李泓鋒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WELTER/沉量級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0/11/2019 田駿軒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WELTER/沉量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10/11/2019 林進豪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WELTER/沉量級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10/11/2019 趙樂衡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WELTER/沉量級 寶血會思源學校 10/11/2019 鄭晏然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BANTAM/雛量級 光明英來學校 17/11/2019 曾梓蕙 女子 冠軍

色帶B組 BANTAM/雛量級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17/11/2019 羅錦嫺 女子 亞軍

色帶B組 FEATHER/羽量級 深井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冼晴 女子 冠軍

色帶B組 FEATHER/羽量級 民生書院小學 17/11/2019 黎心悅 女子 亞軍

色帶B組 FEATHER/羽量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17/11/2019 樊泳雯 女子 季軍

色帶B組 FEATHER/羽量級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17/11/2019 趙靜欣 女子 季軍

色帶B組 FIN/鰭量級 深井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梁寓晴 女子 冠軍

色帶B組 FIN/鰭量級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17/11/2019 覃子越 女子 亞軍

色帶B組 FLY/蠅量級 青山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馬心沂 女子 冠軍

色帶B組 FLY/蠅量級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17/11/2019 馮梓昕 女子 亞軍

色帶B組 FLY/蠅量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

17/11/2019 蘇慧妍 女子 季軍

色帶B組 FLY/蠅量級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何卓藍 女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7/11/2019 蔡天恩 女子 冠軍

色帶B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17/11/2019 曾梓悅 女子 亞軍

色帶B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17/11/2019 彭咏怡 女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17/11/2019 趙穎心 女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輕量級 培基小學 17/11/2019 洪敏嫣 女子 冠軍

色帶B組 LIGHT/輕量級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廖晧晴 女子 亞軍

色帶B組 LIGHT/輕量級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17/11/2019 馮穎熙 女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輕量級 合一堂學校 17/11/2019 馬楚榣 女子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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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帶B組 MIDDLE/中量級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17/11/2019 周嘉儀 女子 冠軍

色帶B組 MIDDLE/中量級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17/11/2019 林愉婷 女子 亞軍

色帶B組 MIDDLE/中量級 黃埔宣道小學 17/11/2019 仲欣月 女子 季軍

色帶B組 MIDDLE/中量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張紫澄 女子 季軍

色帶A組 FEATHER/羽量級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17/11/2019 張樂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FEATHER/羽量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17/11/2019 蔡雨橋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FEATHER/羽量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17/11/2019 鄧綽謙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FEATHER/羽量級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林煒傑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FIN/鰭量級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17/11/2019 蕭睿 男子 冠軍

色帶A組 FIN/鰭量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17/11/2019 尹子龍 男子 亞軍

色帶A組 FIN/鰭量級 天主教伍華小學 17/11/2019 金梓亮 男子 季軍

色帶A組 FIN/鰭量級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17/11/2019 楊治澄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BANTAM/雛量級 聖公會基愛小學 17/11/2019 溫梓維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BANTAM/雛量級 上水宣道小學 17/11/2019 廖荊佑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BANTAM/雛量級 青山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甘朗軒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BANTAM/雛量級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7/11/2019 王天樂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FEATHER/羽量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王誦賢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FEATHER/羽量級 黃埔宣道小學 17/11/2019 郭天樂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FEATHER/羽量級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17/11/2019 鄧彥僖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FEATHER/羽量級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陳霖熙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FIN/鰭量級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17/11/2019 黃海朗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FIN/鰭量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17/11/2019 蘇梓豪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FIN/鰭量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文俊仁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FIN/鰭量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17/11/2019 麥暐宗 男子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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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帶B組 FLY/蠅量級 循道學校 17/11/2019 甄顥然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FLY/蠅量級 佛教黃焯菴小學 17/11/2019 朱浩然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FLY/蠅量級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17/11/2019 譚昊軒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FLY/蠅量級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17/11/2019 潘易翹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HEAVY/重量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17/11/2019 杜卓峯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HEAVY/重量級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17/11/2019 盧銘威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HEAVY/重量級 民生書院小學 17/11/2019 陳卓軒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HEAVY/重量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17/11/2019 范程安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 HEAVY/輕重量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17/11/2019 羅峻熙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LIGHT HEAVY/輕重量級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黎樂濤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LIGHT HEAVY/輕重量級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17/11/2019 蕭俊杰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 HEAVY/輕重量級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17/11/2019 蔡昱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青松侯寶垣小學 17/11/2019 巫錦權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台山商會小學 17/11/2019 李文豪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17/11/2019 黃政希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 MIDDLE/輕中量級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17/11/2019 謝裕雄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輕量級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

千禧小學

17/11/2019 王梓聰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LIGHT/輕量級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17/11/2019 洪俊晞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LIGHT/輕量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17/11/2019 邱卓軒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LIGHT/輕量級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17/11/2019 馮梓鋒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MIDDLE/中量級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17/11/2019 鍾銘邦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MIDDLE/中量級 香港培正小學 17/11/2019 吳子軒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MIDDLE/中量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17/11/2019 張溢顯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MIDDLE/中量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廖竟言 男子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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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帶B組 WELTER/沉量級 青松侯寶垣小學 17/11/2019 巫濤權 男子 冠軍

色帶B組 WELTER/沉量級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17/11/2019 林煒竣 男子 亞軍

色帶B組 WELTER/沉量級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17/11/2019 趙子涵 男子 季軍

色帶B組 WELTER/沉量級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17/11/2019 譚家寶 男子 季軍

第一名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第二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第三名 深井天主教小學

團體總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