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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8 月 11 日的公開名額抽籤後，中籤球隊名單現列如下。請各

球隊於 8 月 18 日（星期五）或以前，填妥刊載於「下載專區」一欄

的「球員登記表」交回本會。各出賽球員須持本會 2016/17 註冊球員

證，並符合相關球員評級規定。  

 

球隊須知、賽程和晉級表將於 8 月 18 日公佈。  

 

中級男子組（ 23 隊）：  

飛燕球會 下場見 南聯羽毛球會 力恒羽毛球會 

香港消防羽毛球隊 M.O.B CLASSIC 駿峰羽毛球會 尚青會 

帝家羽毛球會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

珍中學 
紫荊文化 英雄聯盟 

香港足球會 孔教學院大成學校 創毅羽毛球會 ALL IN 

紀利華木球會 FINS YARIYARI 師羽 

銀翎羽毛球會 星羽 玉龍羽毛球會  

 

中級女子組（15 隊）：  

奧林羽毛球會 香港足球會 佳成染料有限公司 U15 

ALL STAR 銀翎羽毛球會 南聯羽毛球會 大成中學校友會 

帝家羽毛球會 星羽 紫荊文化 英雄聯盟 

M.O.B CLASSIC FINS 屯門羽毛球會(B) 

 

中級混合組（16 隊）：  

奧林羽毛球會 M.O.B CLASSIC FINS 駿峰羽毛球會 

卓睿羽毛球會 香港足球會 南聯羽毛球會 玉龍羽毛球會 

ALL STAR 銀翎羽毛球會 紫荊文化 屯門羽毛球會(B) 

帝家羽毛球會 星羽 元朗 英雄聯盟 

 

 

 

 

 

 

 

 

 

 

 

 



初級男子組（ 106 隊）：  

柏程羽毛球會 小矮人 理論派 蝶龍體育協會 

暻暘 DREAM LEAGUE 奧青 皇朝 

紅羽球會 驍雄 國明一派 藍星球會 

狙擊 SMASH 羽道 
FLYING SPORT 

BADMINTON CLUB 

飛躍體育(A) 天照 聖言中學 銀翎羽毛球會 

小團子 球藝會 破風羽毛球會 奇力 

星月羽 SUNRISE SPORT 康青(A) 恒生管理學院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 卓睿羽毛球會 羽薈 波板堂 

星濤羽毛球會(1) 勇士羽毛球會 ACE TEAM 俊獅羽毛球會 

DSOBA 樂星 駿凌羽毛球隊 脆辣雞隊 

匯景羽毛球會 南華 海峰體育會 蘇廸曼 

施思 地球引力 
E S BADMINTON 

CLUB 
一羽 

SKYLINE ALL STAR 鬆弛熊 球拍家 

奧林羽毛球會 琴秀筆餘 香港足球會 藍田南七至拾 

香港川崎 駿峰羽毛球會 創毅羽毛球會 屯門羽毛球會(A) 

港羽羽毛球會 宗羽堂 港昇 巔峰 A 

南聯羽毛球會 翔風羽毛球會 元朗(A) 敏捷羽毛球會 

倚天 馬鞍山羽毛球會 求進 為立羽毛球會 

盡曬力 康怡體育會 華羽球會 天羽體育 (A) 

一羽成藝 MOS BC RISING STAR 中銀香港 

星羽 元朗鳳琴羽毛球會 F.T.B.C. 毅誠羽毛球會 

翱天體育 飛雲滙 非凡 薈駿羽毛球會 

叡賢羽毛球會 小螞蟻 翔立球會 吳蔚羽毛球會 

力士體育會 西貢體育會 玉龍羽毛球會 超越羽毛球會 

樂華羽毛球會 港滙羽毛球會 MDS 尚青會 

浩毅羽毛球會 SPEED 昇勤 星翔 

傲騰 懲教署羽毛球隊 

 

初級女子組（40 隊）：  

星濤羽毛球會 駿盈 一羽 翔立球會 

奧林羽毛球會 ACE TEAM 六田羽毛球會 玉龍羽毛球會 

協友(A) 環球鐘錶 叡賢羽毛球會 昇勤 

DREAM LEAGUE 蝶龍體育協會 南聯羽毛球會 為立羽毛球會 

驍雄 KK SPORTS 駿峰羽毛球會 中銀香港 

樂星 皇朝 紫荊文化 德望學校 

地球引力 藍星球會 元朗鳳琴羽毛球會 
ST PAUL CONVENT 

SCHOOL 

康青 銀翎羽毛球會 元朗 少女心事隊 

破風羽毛球會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 華羽球會 師羽 

羽薈 飛躍體育 非凡 星翔 

 

 

 

 

 



初級混合組（ 72 隊）：  

一羽 羽知己 XDRAGON 元朗鳳琴羽毛球會 

星濤羽毛球會 宇宙球會 恒生管理學院 浩毅羽毛球會 

DSOBA 燃火 土撥鼠 元朗 

奧林羽毛球會 天羽地羽毛球會 柏程羽毛球會 翔立球會 

協友 康青(A) 鬆弛熊 昇勤 

DREAM LEAGUE 德美羽毛球會 卓越體育協會 屯門羽毛球會(B) 

驍雄 示威羽毛球會 亞里波波 薈駿羽毛球會 

SMASH 荃灣樂羽 香港川崎 力恒羽毛球會 

T.C.B.C. 破風羽毛球會 倚天 為立羽毛球會 

球藝會 羽薈 天馬 燕青 

獅子隊 ACE TEAM 一羽成藝 青羽球會 

小團子 環球鐘錶 翱天體育 中銀香港 

飛躍體育 蝶龍體育協會 叡賢羽毛球會 華羽球會 

卓睿羽毛球會 KK SPORTS 南聯羽毛球會 敏捷羽毛球會 

樂星 皇朝 力士體育會 伊敦 

地球引力 藍星球會 傲騰 少女心事隊 

夜羽傾城 銀翎羽毛球會 駿峰羽毛球會 師羽 

奧青 屯門灰熊羽毛球會 紫荊文化 星翔 

 

 

香港羽毛球總會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