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賽員 名次 組別 賽員 名次

段位組 張鎬庭 冠軍 5勝 升3段 13-15級組 吳家銳 冠軍 5勝 升10級

段位組 李學恩 亞軍 4勝 升3段 13-15級組 黃見希 亞軍 4勝 升13級

段位組 江宇韜 季軍 4勝 升3段 13-15級組 張晉熙 季軍 4勝 升13級

段位組 鄒嘉祐 殿軍 4勝 13-15級組 李敬謙 殿軍 4勝 升12級

初段組 方凌 冠軍 4勝 升3段 16-18級組 黃芷盈 冠軍 5勝 升16級

初段組 吳冠賢 亞軍 4勝 升2段 16-18級組 王皓月 亞軍 4勝 升14級

初段組 許章翰 季軍 4勝 升2段 16-18級組 馮德君 季軍 4勝 升16級

初段組 陳樂萌 殿軍 3勝 16-18級組 黃見恆 殿軍 4勝 升15級

1級組 沈子皓 冠軍 5勝 升1段 19-20級組 李柏濤 冠軍 5勝 升18級

1級組 顧澍生 亞軍 4勝 升1段 19-20級組 何曜信 亞軍 4勝 升17級

1級組 蔣然聰 季軍 4勝 升1段 19-20級組 李一澍 季軍 4勝 升19級

1級組 李昊龍 殿軍 3勝 19-20級組 曾卓逸 殿軍 3勝

2-3級組 盧曜祈 冠軍 5勝 升1級 21-22級組 吳浚然 冠軍 4勝 升20級

2-3級組 吳天佑 亞軍 4勝 升2級 21-22級組 柯紫澄 亞軍 4勝 升21級

2-3級組 黃逴翹 季軍 3勝 21-22級組 檜山煒皓 季軍 4勝 升21級

2-3級組 陳靖言 殿軍 3勝 21-22級組 許仲頤 殿軍 4勝 升19級

4-5級組 陳承澤 冠軍 5勝 升3級 23-24級組 林宇傑 冠軍 4勝 升22級

4-5級組 梁望信 亞軍 4勝 升3級 23-24級組 姚宇曦 亞軍 4勝 升23級

4-5級組 何尚融 季軍 4勝 升3級 23-24級組 劉柏麟 季軍 4勝 升23級

4-5級組 魏凱玲 殿軍 4勝 升3級 23-24級組 呂樂天 殿軍 3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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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級組 蕭溢朗 冠軍 5勝 升5級 25-26級組 黃雋 冠軍 5勝 升23級

6-7級組 馮日 亞軍 4勝 升5級 25-26級組 駱熙 亞軍 4勝 升24級

6-7級組 蘇愷迪 季軍 4勝 升6級 25-26級組 黃彥浩 季軍 4勝 升22級

6-7級組 陳浩銘 殿軍 3勝 25-26級組 吳愷庭 殿軍 3勝

8-9級組 邱昫淳 冠軍 5勝 升8級 27-30級組 陸泳楠 冠軍 5勝 升25級

8-9級組 曹嘉賢 亞軍 4勝 升7級 27-30級組 李卓朗 亞軍 4勝 升26級

8-9級組 謝熠煵 季軍 4勝 升7級 27-30級組 曹梓翎 季軍 3勝

8-9級組 何欣蕎 殿軍 4勝 升7級 27-30級組 麥翊軒 殿軍 3勝

8-9級組 劉允廉 4勝 升7級

幼兒組 張加霖 冠軍 4勝 升6G

10-12級組 陳道涵 冠軍 5勝 升10級 幼兒組 麥翊朗 亞軍 4勝 升8G

10-12級組 周昌霆 亞軍 4勝 升10級 幼兒組 袁翊騫 季軍 3勝

10-12級組 陳思行 季軍 4勝 升11級 幼兒組 李悅媃 殿軍 3勝

10-12級組 林渙蓉 殿軍 3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