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9/1/2022 (日) 時間: 09:00-22:00 地點: 車公廟體育館 A組:  18歲或以下組

B組:  15歲或以下組

C組:  12歲或以下組 C組:  12歲或以下組 

1 & 2 3 & 4 5 & 6 7 & 8

9:45

10:15 協友 vs 群力 南聯 vs 馬鞍山 銀翎 vs 藍田 黃大仙 vs 元朗鳳琴
紅馬 & 力恒 休息

為立 & 飛躍體育 休息

11:05 紅馬 vs 力恒 協友 vs 馬鞍山 為立 vs 飛躍體育 銀翎 vs 元朗鳳琴
群力 & 南聯 休息

藍田 & 黃大仙 休息

11:55 群力 vs 紅馬 南聯 vs 力恒 藍田 vs 為立 黃大仙 vs 飛躍體育
協友 & 馬鞍山 休息

銀翎 & 元朗鳳琴 休息

12:45 協友 vs 南聯 群力 vs 馬鞍山 銀翎 vs 黃大仙 藍田 vs 元朗鳳琴
紅馬 & 力恒 休息

為立 & 飛躍體育 休息

13:35 協友 vs 紅馬 馬鞍山 vs 力恒 銀翎 vs 為立 元朗鳳琴 vs 飛躍體育
群力 & 南聯 休息

藍田 & 黃大仙 休息

14:25 群力 vs 力恒 南聯 vs 紅馬 藍田 vs 飛躍體育 黃大仙 vs 為立
協友 & 馬鞍山 休息

銀翎 & 元朗鳳琴 休息

15:15 協友 vs 力恒 馬鞍山 vs 紅馬 銀翎 vs 飛躍體育 元朗鳳琴 vs 為立
群力 & 南聯 休息

藍田 & 黃大仙 休息

16:05 群力 vs 南聯 藍田 vs 黃大仙
協友, 馬鞍山, 紅馬 & 力恒 休息

銀翎, 元朗鳳琴, 為立 & 飛躍體育休息

B組:  15歲或以下組

1 & 2 3 & 4 5 & 6 7 & 8

16:05 紅馬 vs 南聯 馬鞍山 vs 協友
銀翎, 黃大仙, 元朗鳳琴, 為立 & 飛躍體育 休息

藍田 & 群力 休息

16:55 銀翎 vs 飛躍體育 黃大仙 vs 為立 藍田 vs 群力 紅馬 vs 協友
元朗鳳琴 休息

南聯 & 馬鞍山 休息

17:45 元朗鳳琴 vs 飛躍體育 銀翎 vs 為立 南聯 vs 藍田 馬鞍山 vs 群力
黃大仙 休息

紅馬 & 協友 休息

18:35 黃大仙 vs 飛躍體育 銀翎 vs 元朗鳳琴 紅馬 vs 馬鞍山 南聯 vs 協友
為立 休息

藍田 & 群力 休息

19:25 為立 vs 飛躍體育 黃大仙 vs 元朗鳳琴 紅馬 vs 藍田 協友 vs 群力
銀翎 休息

南聯 & 馬鞍山 休息

20:15 元朗鳳琴 vs 為立 銀翎 vs 黃大仙 南聯 vs 群力 馬鞍山 vs 藍田
飛躍體育 休息

紅馬 & 協友 休息

21:05 紅馬 vs 群力 南聯 vs 馬鞍山 協友 vs 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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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3/2/2022 (日) 時間: 09:00-20:00 地點: 車公廟體育館 A組:  18歲或以下組

B組:  15歲或以下組

C組:  12歲或以下組 

A組:  18歲或以下組

1 & 2 3 & 4 5 & 6 7 & 8

9:45

10:15 元朗鳳琴 vs 協友 為立 vs 力恒 銀翎 vs 飛躍體育 南聯 vs 馬鞍山
群力 休息

藍田 & 黃大仙 休息

11:05 群力 vs 協友 元朗鳳琴 vs 力恒 藍田 vs 黃大仙 銀翎 vs 馬鞍山
為立 休息

飛躍體育 & 南聯 休息

11:55 為立 vs 協友 元朗鳳琴 vs 群力 飛躍體育 vs 藍田 南聯 vs 黃大仙
力恒 休息

銀翎 & 馬鞍山 休息

12:45 力恒 vs 協友 為立 vs 群力 銀翎 vs 南聯 飛躍體育 vs 馬鞍山
元朗鳳琴 休息

藍田 & 黃大仙 休息

13:35 群力 vs 力恒 元朗鳳琴 vs 為立 銀翎 vs 藍田 馬鞍山 vs 黃大仙
協友 休息

飛躍體育 & 南聯 休息

14:25 飛躍體育 vs 黃大仙 南聯 vs 藍田 銀翎 & 馬鞍山 休息

15:15 銀翎 vs 黃大仙 飛躍體育 vs 南聯 馬鞍山 vs 藍田

17:15

18:15 C組決賽 C組季軍賽 B組決賽 B組季軍賽

19:15 A組決賽 A組季軍賽

不 設 頒 獎 禮

16:15

C組: 上線首名 vs 下線次名 C組: 上線次名 vs 下線首名

B組: 上線首名 vs 下線次名 B組: 上線次名 vs 下線首名

A組: 上線首名 vs 下線次名 A組: 上線次名 vs 下線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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