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B 男子C 男子D 男子E 男子新秀

紅蘋果 青躍 飛燕球會 屯門羽毛球會 藝天羽毛球會

驍雄 飛躍體育 青躍 嵐 羿羽

駿峰羽毛球會 星濤羽毛球會 港鐵羽毛球會 瞓醒覺 水務署

屯門羽毛球會 青雲 理研(01) 青雲 昇勤

奧林羽毛球會 嶺峰羽毛球會 朋友會 羽人社 卓越體育協會

Astec 創毅 馬鞍山羽毛球會 港星 元朗商中

飛躍體育 華羽球會 皇羽萬 嶺峰羽毛球會 南毅體育會

消防羽毛球隊 香港足球會 俊雄體育會 羽者 元朗

警察羽毛球會 長洲羽毛球協會 Forever Team WY Badminton Club 凱揚

飛燕球會 南毅體育會 東隆羽毛球隊 吳蔚羽毛球會 奧林羽毛球會

紫荊文化 星星羽毛球協會 紫荊文化 嶺男 飛躍體育

南聯羽毛球會 璧聯羽毛球會 南聯羽毛球會 巔峰B BBC

玉龍羽毛球會 九龍灣羽毛球會 德美羽毛球會 牛棚 翔立球會

M.O.B. 週一同盟 地球引力 Junior Badminton Club 赤峰羽毛球隊

第一種子 南聯羽毛球會 南區羽人 亮劍奇兵羽毛球會 利興國際

亮劍奇兵羽毛球會 翔立球會 電訊盈科 孫悟空 尚青會

All Star 南華體育會 帝家 拍羽會 開心

力恒羽毛球會 創峰A 21 Fun 紅馬羽毛球會 快樂羽毛球隊

康青羽毛球會 中國銀行(香港) 第一種子 Flying Bird Badminton Club 軍樂會

暻暘 北青 警察羽毛球會 麗港城羽毛球隊 凌風飛羽2隊

銀翎羽毛球會 尚青會 精英羽毛球會 恒生管理學院 羽天

葵青區體育會 第一種子 凌獅 敏捷 維港之友

勤涌 亮劍奇兵羽毛球會 Team MBS 狼人 雄健

帝家 友聯羽毛球會 亞里波波 EDABC 3XW

All Star 星翔球會 快人快羽 羽樂

及時羽 啟生羽毛球隊 藍田羽毛球會 恒生管理學院

沙田羽毛球會 赤誠 Flying Sports Dayal Badminton Team

海星球會 新世代羽毛球會 臻樂羽毛球會 風羽同行

羽眾同樂 Z force 樂羽路 王鄭少年隊

赤峰 毅翔 羽毛倫次 牛棚

民慈羽毛球會 K's Badminton Club 聖言中學 培立羽毛球會

傳承 Vigor 宇宙球會A隊 快樂毛球

長天 非羽卒 燕青 SBA

拍羽會 培立羽毛球會 體育薈萃 天水圍香島中學

友得紛羽毛球會 雍穎 毛極羽毛球會 港昇球會

紀利華木球會 MR 大師羽毛球會 Double Or Nothing

偉業羽毛球會 拉闊 SunPro 起動-樂華羽毛球聯隊

捕風 聖若瑟英文中學 激運羽毛球會

銀翎羽毛球會 荔園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天羽匯 巔烽A

翦萃體育會 皇羽萬

嘉湖羽毛球會 Dream League

羽樂同盟 奧林羽毛球會

MAPPIES 朋友會

毛極羽毛球會 香港足球會

小先鋒 港羽羽毛球會

康青 雷霆

愛琴羽毛球會 BG Team

KCC 星二會

協友羽毛球會 南聯羽毛球會

T.O.P. 翔立球會

大埔羽毛球隊 南區羽人

卓越體育協會 南華體育會

嶺峰羽毛球會 玉龍羽毛球會

駿峰羽毛球會 電訊盈科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 傲天

創峰A

尚青會

羽我常在

天照球會

天凡球會

培立羽毛球會

軍樂會

六田會

威利斯人

港星聯隊

Sundae School M

B-tue

飛翼

力恒羽毛球會

Dayal Badminton Team

為翊

Friendship

赤峰羽毛球隊

雄健

友悅羽毛球會

薈駿

Z force

凌風飛羽1隊

羽約會

天羽地球會

傳承

羽友會

合拍

華羽球會

藍星球會

非凡羽毛球會

葵青區體育會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

九龍城康體會



女子B 女子C 女子D 女子E 女子新秀

飛燕球會 羽友同行 SAMKOI 藍星球會 元朗鳳琴

Fins 康青 偉業羽毛球會 羽我常在 凱揚

Astec 協友 MAPPIES 21 Fun VSA

飛躍體育 Smash 毛極羽毛球會 新勢力隊 元朗商中

銀翎羽毛球會 驍雄 大師羽毛球會 燕青

帝家 屯門羽毛球會 培立羽毛球會 羽樂同盟

M.O.B. 華羽球會 樂怡 快人快羽

紫荊文化 匯誼 合拍

南聯羽毛球會 保安之友 Thursday Club

喇沙 創峰 Junior Badminton Club

朋友會 捕風

元朗 孫悟飯

康怡體育會 體育薈萃

力恆羽毛球會 非凡羽毛球會

北青 荔園

亮劍奇兵羽毛球會 為立羽毛球會

玉龍羽毛球會 Breakthrough

電訊盈科 港昇球會

地球引力 Sunshine

南聯羽毛球會 維港之友

天羽匯 啟生羽毛球隊

恒生管理學院

BBC

烈風紫羽

Willpower

天翔羽毛球

協友

友悅羽毛球會

薈駿

Z force

長洲羽毛球協會

港羽羽毛球會

奧林羽毛球會

馬鞍山羽毛球會

皇羽萬

Dream League

xDragon

星濤羽毛球會

港星

卓越體育協會

嶺峰羽毛球會

友聯羽毛球會

週一同盟

紫荊文化

南華體育會

德美羽毛球會

晴天羽毛球會

駿峰羽毛球會

警察羽毛球會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

德望



混合B 混合C 混合D 混合E 混合新秀

Astec 大埔羽毛球隊 阡陌羽毛球隊 Z force 元朗

飛躍體育 為立羽毛球會 羽眾同樂 啟生羽毛球隊 凱揚

紅蘋果 樂華羽毛球會 羽世無爭 華羽球會 元朗鳳琴

帝家 薈駿 暻暘 H.F.C. T.O.P.

M.O.B. 康青 xDragon 西洋波會 羿羽

紫荊文化 元朗 Z force CAT Badminton Club 羽者

南聯羽毛球會 長洲羽毛球協會 快人快羽 天翔羽毛球會 赤峰羽毛球隊

創峰 燕青 B-tue 利興國際

友聯羽毛球會 MAPPIES SUNDAE SCHOOL Mx BBC

All Star 毛極羽毛球會 快人快羽 Dayal Badminton Team

第一種子 大師羽毛球會 藍星球會 維港之友

M.O.B. 銀翎羽毛球會 Flying Sports 起動-樂華羽毛球聯隊

南華體育會 捕風 宇宙球會 Junior Badminton Club

南聯羽毛球會 飛燕球會 體育薈萃 快樂羽毛球隊

屯門羽毛球會 民慈羽毛球會 天羽匯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

冬泳青年會 赤峰 羽樂同盟

毅翔 毛極羽毛球會

敏捷 大師羽毛球會

元朗 培立羽毛球會(A)

朋友會 合拍

馬鞍山羽毛球會 非凡羽毛球會

香港足球會 Thursday Club

中國銀行(香港) Junior Badminton Club

創峰A 銀翎羽毛球會

華羽球會 Flying Bird Badminton Club

驍雄 恒生管理學院

嶺峰羽毛球會 丘比特

第一種子 精英羽毛球會

亮劍奇兵羽毛球會 羽約會

21 Fun 友悅羽毛球會

北青 皇羽萬

晴天羽毛球會 凱揚

地球引力 奧林羽毛球會

德美羽毛球會 理研(A)

協友羽毛球會 創峰A

康怡體育會 青雲

友得紛羽毛球會 星濤羽毛球會

亞里波波 羽人社

BBB 昇勤

卓越體育協會

羽者

嶺峰羽毛球會

尚青會

羽我常在

傲天

東隆羽毛球隊

南華體育會

電訊盈科

南區羽人

週一同盟

紫荊文化

南聯羽毛球會

駿峰羽毛球會

天羽地球會

天凡球會

港羽羽毛球會

葵青區體育會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