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賽員 名次 組別 賽員 名次

段位組 周青喬 冠軍 5勝 升4段 10-12級組 劉愷榛 冠軍 5勝 升8級

段位組 王嘉俊 亞軍 4勝 升3段 10-12級組 陳加栩 亞軍 4勝 升9級

段位組 王冠森 季軍 4勝 升3段 10-12級組 陳加穎 季軍 4勝 升11級

段位組 潘慧慈 殿軍 3勝 10-12級組 郭建樂 殿軍 3勝

初段組 杜量宏 冠軍 4勝 升2段 13-15級組 馮日 冠軍 5勝 升11級

初段組 鄺浩峰 亞軍 4勝 升2段 13-15級組 杜子樂 亞軍 4勝 升14級

初段組 許琛楠 季軍 4勝 升2段 13-15級組 蘇信傑 季軍 4勝 升13級

初段組 江倪丞 殿軍 3勝 13-15級組 黃詩童 殿軍 4勝 升11級

1級組 蔣然聰 冠軍 4勝 得1晉段序分 16-18級組 陳思行 冠軍 5勝 升15級

1級組 方凌 亞軍 4勝 升1段 16-18級組 伍睿正 亞軍 4勝 升17級

1級組 譚尚軒 季軍 4勝 得1晉段序分 16-18級組 霍柏皓 季軍 3勝

1級組 楊旼栩 殿軍 4勝 得1晉段序分 16-18級組 楊栢熹 殿軍 3勝

2-3級組 李駿深 冠軍 4勝 升2級 19-20級組 鄭丞皓 冠軍 4勝 升18級

2-3級組 吳冠賢 亞軍 4勝 升1級 19-20級組 蘇喆 亞軍 4勝 升19級

2-3級組 湯家文 季軍 4勝 升2級 19-20級組 張晉熙 季軍 4勝 升18級

2-3級組 李嘉匯 殿軍 4勝 升1級 19-20級組 梁紹勇 殿軍 4勝 升18級

2-3級組 駱子悠 4勝 升2級

21-22級組 黃國彥 冠軍 4勝 升21級

4-5級組 顧澍生 冠軍 5勝 升3級 21-22級組 楊凱晴 亞軍 4勝 升20級

4-5級組 盧曜祈 亞軍 4勝 升4級 21-22級組 趙良霑 季軍 4勝 升20級

4-5級組 林逸希 季軍 4勝 升4級 21-22級組 劉霆希 殿軍 4勝 升20級

4-5級組 彭祖朗 殿軍 3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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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級組 蔡皓朗 3勝 升3級 23-24級組 倫溢禮 冠軍 5勝 升21級

23-24級組 高梓軒 亞軍 4勝 升23級

6-7級組 何尚融 冠軍 4勝 升7級 23-24級組 曹芍馡 季軍 4勝 升23級

6-7級組 陳承澤 亞軍 4勝 升6級 23-24級組 李一澍 殿軍 4勝 升22級

6-7級組 葉綺甯 季軍 4勝 升6級

6-7級組 王美淇 殿軍 4勝 升5級 25-30級組 許鈞彥 冠軍 5勝 升24級

25-30級組 趙良璧 亞軍 4勝 升27級

8-9級組 梁信謙 冠軍 5勝 升7級 25-30級組 曾珏林 季軍 4勝 升27級

8-9級組 徐嘉毅 亞軍 4勝 升8級 25-30級組 盧一 殿軍 4勝 升24級

8-9級組 梁望信 季軍 4勝 升5級

8-9級組 陳銘昇 殿軍 4勝 升7級 幼兒組 李悅媃 冠軍 4勝 升11G

幼兒組 廖敏喬 亞軍 4勝 升9G

幼兒組 徐彥弘 季軍 3勝

幼兒組 袁曉翊 殿軍 3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