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賽員 名次 組別 賽員 名次

段位組 袁得富 冠軍 5勝 升5段 12-13級組 許樂 冠軍 5勝 升11級

段位組 韓伯晙 亞軍 4勝 升4段 12-13級組 杜子樂 亞軍 4勝 升12級

段位組 邵泊瑞 季軍 4勝 升4段 12-13級組 江天 季軍 3勝

段位組 鄭思銘 殿軍 3勝 12-13級組 黃軒朗 殿軍 3勝

初段組 韓仲暉 冠軍 5勝 升3段 14-16級組 董子航 冠軍 5勝 升13級

初段組 陳柏堯 亞軍 4勝 升3段 14-16級組 周昌霆 亞軍 4勝 升13級

初段組 吳啓丞 季軍 4勝 升2段 14-16級組 張晉熙 季軍 4勝 升15級

初段組 譚文彧 殿軍 4勝 升3段 14-16級組 陳朗翹 殿軍 4勝 升13級

14-16級組 伍睿正 4勝 升15級

1級組 李嘉匯 冠軍 4勝 升1段

1級組 鄭承縣 亞軍 4勝 得1晉段序分 17-18級組 吳蘊杰 冠軍 5勝 升15級

1級組 簡曉俊 季軍 4勝 得1晉段序分 17-18級組 黃見希 亞軍 4勝 升17級

1級組 王耀康 殿軍 4勝 得1晉段序分 17-18級組 余穎楠 季軍 4勝 升17級

1級組 辛信晞 4勝 得1晉段序分 17-18級組 馮紫翎 殿軍 4勝 升16級

2-3級組 吳卓盈 冠軍 5勝 升1級 19-20級組 黃鉦皓 冠軍 5勝 升18級

2-3級組 周哲立 亞軍 4勝 升1級 19-20級組 范嘉天 亞軍 4勝 升18級

2-3級組 徐煒卓 季軍 3勝 19-20級組 盧一 季軍 4勝 升19級

2-3級組 彭凱頌 殿軍 3勝 19-20級組 邱敬傑 殿軍 4勝 升18級

19-20級組 丁兆霖 4勝 升19級

4級組 陳梓軒 冠軍 5勝 升2級

4級組 林逸希 亞軍 4勝 升3級 21-22級組 何卓宇 冠軍 5勝 升18級

4級組 彭祖朗 季軍 4勝 升3級 21-22級組 李一澍 亞軍 4勝 升21級

4級組 陳柏琋 殿軍 3勝 21-22級組 姚宇晧 季軍 4勝 升19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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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級組 黎昭賢 殿軍 3勝

5-6級組 王羿 冠軍 5勝 升5級

5-6級組 袁幸嵐 亞軍 4勝 升5級 23-24級組 施棋津 冠軍 4勝 升23級

5-6級組 蔡睿哲 季軍 4勝 升5級 23-24級組 孫嘉徽 亞軍 4勝 升22級

5-6級組 何尚融 殿軍 4勝 升5級 23-24級組 梁語軒 季軍 4勝 升21級

23-24級組 林曉宏 殿軍 3勝

7-9級組 邱昫淳 冠軍 5勝 升8級

7-9級組 李東洛 亞軍 4勝 升7級 25-26級組 趙良璧 冠軍 5勝 升23級

7-9級組 周敬軒 季軍 4勝 升6級 25-26級組 何柏熹 亞軍 4勝 升25級

7-9級組 貴奕澤 殿軍 4勝 升6級 25-26級組 袁琬婷 季軍 4勝 升24級

7-9級組 徐嘉毅 4勝 升8級 25-26級組 甘展翔 殿軍 4勝 升22級

7-9級組 曹嘉賢 4勝 升8級

27-30級組 許泓澤 冠軍 4勝 升26級

10-11級組 謝熠煵 冠軍 5勝 升9級 27-30級組 黃子修 亞軍 4勝 升26級

10-11級組 馮日 亞軍 4勝 升10級 27-30級組 吳浚然 季軍 4勝 升25級

10-11級組 倫溢希 季軍 3勝 27-30級組 甘煒健 殿軍 4勝 升27級

10-11級組 黃詩童 殿軍 3勝

幼兒組 黃學知 冠軍 5勝 升5G

幼兒組 司徒孝禮 亞軍 4勝 升9G

幼兒組 梁文暢 季軍 4勝 升8G

幼兒組 申以恆 殿軍 3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