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kg 何曉弘 大埔 鍾競朗 大角咀 葉柏賢 瑪利諾 羅力臻 顯理

-22 kg ANNA ROSS 達磨塾 黃安錡 全完 李旻蔚 飛躍 張爾天 飛躍

+22 kg SAMUEL WILSON 達磨塾 朱珈漩 顯理 陸梓渝 大埔 張芯怡 大埔

-23 kg 廖達仁 大埔 張仰琪 大埔 文學稀 大埔 李柏銳 陸慶濤

-26 kg 蘇子信 大埔 陸梓榮 大埔 余思遠 靈愛小學羅樂謙 顯理

-29 kg THOMAS D.J. 大角咀 黃煒皓 顯理 李重元 蘇屋 趙正譯 大埔

-32 kg DILLON N. 達磨塾 蔡樂 大角咀 陳彥君 中華 黃鑫 大角咀

-35 kg 許合行 達磨塾 林晉朗 大埔 林樂謙 陣內流 馮凱睿 許大同

+35 kg 蔡俊宏 非凡 DECLAN S. 大角咀 趙梓熙 中華 WILLIAM ROSS 達磨塾

-20 kg 胡焯琳 聖羅撒 羅雪兒 蘇屋 楊諾恩 大埔 招穎欣 大埔

-23 kg 鍾沂 大角咀 蘇卓桐 荃灣JPC 胡梓喬 聖羅撒 袁子雅 聖羅撒

-26 kg 張穎詩 大埔 郭景茹 大角咀 陳泓橋 聖羅撒 周凱瑩 陣內流

-29 kg 譚旨攸 大埔 陳甄鈿 聖羅撒 鍾凱喬 聖羅撒 李采營 飛躍

-32 kg 何心言 大埔 黎可澄 聖羅撒 孫智珊 許大同 陳海藍 聖羅撒

+32 kg ABBY WILSON 達磨塾 梁煦晴 聖羅撒 莊曉婕 大埔 莊鎧欣 大埔

-30 kg 廖梓軒 中華 利朗 大埔 盧偉業 許大同 何浩榮 顯理

-33 kg 何君賢 大埔 羅卓謙 顯理 王健駿 飛躍 FERDINAND R. 達磨塾

-36 kg 陸啟諾 大角咀 張庭榛 大角咀 許和行 達磨塾 GUY KABALEK 達磨塾

-40 kg 衛睿謙 智青 李澤軒 富山 葉子傲 飛躍 文頌稀 大埔

-45 kg 譚駿謙 大埔 郭益南 許大同 林誆詒 蘇屋 陳柏年 大角咀

+45 kg 劉胤源 蘇屋 李岱諺 大埔 何家熙 大埔 馮柏良 陸慶濤

-30 kg Chorlotte D.J. 大角咀 方熙婷 聖羅撒 楊諾韻 大埔 司徒焯嵐 許大同

-35 kg 黃恩琳 新城市 伍嘉敏 大角咀 鄭泳霖 聖羅撒 李鈺婷 大埔

-40 kg 黃韻錡 蘇屋 冼凱喬 聖羅撒 陳若菲 智青 馬晞童 聖羅撒

-45 kg 連靖桐 陣內流 許如行 達磨塾 仇詠諾 大埔 李祖熒 聖羅撒

+45 kg 賴玉樺 大埔 陳艷熙 中華 鍾凱瑩 瑪利諾 胡詩琳 瑪利諾

-45 kg 謝浚揚 大角咀 鍾昊 大角咀 蔡學天 富山 余子麟 瑪利諾

-50 kg 劉駿希 蘇屋 蘇堅信 大埔 李沛鋒 大埔 陸志誠 大埔

-55 kg ISAAC HON 大角咀 陳育林 大角咀 陳健昊 蘇屋 李家豪 瑪利諾

-60 kg 黎耀朗 中華 黃庭軒 蘇屋 陸啟謙 大角咀 王佳極 富山

-66 kg 黃晴朗 中華 闕萬庭 天傲會 蔡學正 富山 顏里凭 蘇屋

+66 kg 鍾卓斌 大角咀 BRIAN PARK 大角咀 黃俊毅 新城市 黃俊軒 新城市

-45 kg 黎思瑩 大埔 陳慧婷 燕京 高婉瑩 瑪利諾 羅穎萱 智青

-48 kg 李宜曉 大埔 李綽琳 大埔 李沅蔚 瑪利諾 許佩欣 瑪利諾

-52 kg 游昊晴 蘇屋 羅文靜 蘇屋 何嘉瑋 大埔 敖靜雯 瑪利諾

-57 kg 李妙婷 中華 余澂宜 大埔 張茗棋 大角咀 郭倩琳 瑪利諾

+57 kg 張穎嵐 中華 麥愷恩 燕京 李綺雯 瑪利諾 李玉林 瑪利諾

-52 kg 梁鎵棋 富山 梁家偉 蘇屋 曹浩鑌 富山 黎俊熙 大埔

-56 kg 李健霖 大埔 鄭振宇 祖堯 鄧耀發 富山 施冬青 大埔

-60 kg 張啟軒 蘇屋 陳仲文 富善 司徒梓軒 城市大學 梁銳添 非凡

-66 kg 劉家業 蘇屋 陸建銘 顯理 陳俊堅 大角咀 李岳龍 香港大學

-73 kg 李自成 大角咀 譚嘉雄 蘇屋 林天尊 精心 譚汶廸 大埔

-81 kg 莫梓朗 蘇屋 何旻謙 專業教育梁耀文 智青 李潤田 智青

+81 kg 何定國 大埔 吳焯然 蘇屋 梁有德 浸會大學 劉國榮 達磨墊

-45 kg 羅雪兒 蘇屋 葉詩雅 蘇屋 陳曾雯 大埔 蘇晨 大埔

-48 kg 莫芷晴 蘇屋 何翠珊 顯理 羅嘉玲 荃灣JPC 馮冠螢 香港大學

-52 kg 馮巧君 城市大學黃曉玲 大埔 林瑞琪 大埔 何紫恩 中華

-57 kg 張凱維 城市大學蕭嘉鳳 城市大學阮倩婷 至柔 楊雅怡 城市大學

-63 kg 張舒凌 大埔 楊綺琦 柔道之友社吳若梅 燕京 陳可瑜 浸會大學

+63 kg 梁寶心 中華 劉菊文 大埔 陳偉珊 大埔 黃詩融 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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