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賽員 名次 組別 賽員 名次

段位組 練俊言 冠軍 4勝 14-15級組 李東洛 冠軍 4勝 升13級

段位組 黎朗恆 亞軍 4勝 升4段 14-15級組 屈迪文 亞軍 4勝 升13級

段位組 袁得富 季軍 4勝 升3段 14-15級組 邱昫淳 季軍 4勝 升14級

段位組 林景朗 殿軍 3勝 升3段 14-15級組 何萬熙 殿軍 3勝 升13級

14-15級組 陳禹臻 3勝 升12級

初段組 陳卓豪 冠軍 5勝 升2段 14-15級組 方凌 3勝 升13級

初段組 嘉樂騏 亞軍 4勝 升2段 14-15級組 李冠灝 3勝 升13級

初段組 張皓甯 季軍 4勝 升2段

初段組 葉芷熒 殿軍 3勝 16-18級組 梁信謙 冠軍 5勝 升14級

16-18級組 葉綺甯 亞軍 4勝 升14級

1-2級組 麥睿楠 冠軍 4勝 升1級 16-18級組 黃詩童 季軍 4勝 升15級

1-2級組 黃子翹 亞軍 4勝 得1晉段序分 16-18級組 李冠燁 殿軍 3勝 升15級

1-2級組 李傳亮 季軍 4勝 升1級 16-18級組 楊基諾 3勝 升14級

1-2級組 羅子航 殿軍 4勝 得1晉段序分 16-18級組 倫溢希 3勝 升15級

16-18級組 郭煒堯 3勝 升16級

3-4級組 李嘉匯 冠軍 5勝 升3級

3-4級組 鄺浩峰 亞軍 4勝 升2級 19-22級組 沈家齊 冠軍 5勝 升18級

3-4級組 吳冠賢 季軍 4勝 升2級 19-22級組 李天朗 亞軍 4勝 升19級

3-4級組 謝伯熹 殿軍 4勝 升3級 19-22級組 余炅聲 季軍 4勝 升18級

3-4級組 譚尚軒 4勝 升2級 19-22級組 陳承澤 殿軍 4勝 升21級

3-4級組 丘學鈞 3勝 升2級 19-22級組 王奎霖 3勝 升18級

3-4級組 許琛哲 3勝 升3級 19-22級組 曹嘉賢 3勝 升18級

3-4級組 盧欣榮 3勝 升3級 19-22級組 賀嘉諾 3勝 升19級

3-4級組 黃頌銘 3勝 升3級 19-22級組 朱皓頤 3勝 升21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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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級組 湯家文 冠軍 5勝 升5級 23-30級組 馮日 冠軍 5勝 升26級

5-8級組 關容浩 亞軍 4勝 升6級 23-30級組 梁昊 亞軍 4勝 升24級

5-8級組 杜量宏 季軍 4勝 升5級 23-30級組 伍睿正 季軍 4勝 升23級

5-8級組 何知賢 殿軍 4勝 升6級 23-30級組 羅晞樂 殿軍 4勝 升24級

5-8級組 黃俊彥 3勝 升5級 23-30級組 野島龍一 3勝 升23級

5-8級組 黃逴翹 3勝 升5級 23-30級組 蔡濬匡 3勝 升23級

5-8級組 陳柏文 3勝 升5級 23-30級組 詹梓謙 3勝 升24級

5-8級組 黎秉燊 3勝 升6級 23-30級組 吳峻翹 3勝 升24級

5-8級組 王美淇 3勝 升7級 23-30級組 陳學至 3勝 升25級

5-8級組 戴弘道 3勝 升7級 23-30級組 林珀賢 3勝 升25級

23-30級組 司徒淳禮 3勝 升27級

9級組 莊溢風 冠軍 4勝 升8級

9級組 楊旼栩 亞軍 4勝 升8級 幼兒組 許鈞彥 冠軍 7勝 升Grade9

9級組 黃衍誠 季軍 4勝 升8級 幼兒組 何曜信 亞軍 5勝 升Grade3

9級組 曾朗峰 殿軍 4勝 升7級 幼兒組 樓易從 季軍 5勝 升Grade5

9級組 周天祺 3勝 升8級 幼兒組 黎昭賢 殿軍 4勝 升Grade3

9級組 吳鴻燊 3勝 升8級 幼兒組 許晉銘 4勝 升Grade7

9級組 梁皓文 3勝 升8級

10-13級組 林逸希 冠軍 5勝 升9級

10-13級組 傅宛慧 亞軍 4勝 升10級

10-13級組 林稀瑋 季軍 3勝 升9級

10-13級組 陳銘昇 殿軍 3勝 升10級

10-13級組 林頌恩 3勝 升9級

10-13級組 陸栩穎 3勝 升10級

10-13級組 符致朗 3勝 升11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