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kg 李從意 大角咀 Keira 大角咀 劉政熙 飛躍 Panl 大角咀

-22 kg David 達磨塾 葉柏賢 瑪利諾 王海聰 天傲會 王行之 顯理

+22 kg Luke Fryer 達磨塾 黃柏僑 顯理 關翠怡 陣內流 Blake Gearing 達磨塾

-23 kg 李柏銳 陸慶濤 余家豪 大角咀 羅力臻 顯理 鍾旻 大角咀

-26 kg 張仰棋 大埔 Bastien 達磨塾 陳柏燊 陸慶濤 Kiran 達磨塾

-29 kg 馮健和 達磨塾 連靖國 陣內流 朱俊熹 沙田 羅駿鵬 智青

-32 kg 蔣博文 達磨塾 黃煒皓 顯理 Noah 達磨塾 Rahui 達磨塾

-35 kg Ryuto 達磨塾 鄒卓熹 蘇屋

+35 kg Dcclan 大角咀 劉彥辰 大角咀 余睿謙 靈愛小學劉宇軒 青衣

-20 kg 鍾競朗 大角咀 楊諾恩 大埔 羅雪兒 蘇屋 柯琰 顯理

-23 kg 胡焯琳 聖羅撒 許又菻 聖羅撒 湯謹如 聖羅撒 黎紫悠 聖羅撒

-26 kg 胡梓喬 聖羅撒 李旻蔚 飛躍 許馨盈 大角咀 吳泳兒 聖羅撒

-29 kg 朱珈漩 顯理 方穎桐 飛躍 何雪詠 聖羅撒 陳趠潼 聖羅撒

-32 kg 梁佩珊 靈愛小學張皓晴 靈愛小學黃子殷 聖羅撒 李禹諾 大角咀

+32 kg 梁煦晴 聖羅撒 周凱瑩 陣內流 Victoria 飛躍 莊鎧欣 大埔

-30 kg 蘇子信 大埔 陳志濠 靈愛小學余思遠 靈愛小學 梁丞晧 飛躍

-33 kg 黃政 荃灣JPC 羅展珩 蘇屋 呂頌勤 大角咀

-36 kg 張庭榛 大角咀 Thomas 大角咀 李昊峰 顯理 何君賢 大埔

-40 kg 許合行 達磨塾 譚駿棋 大埔 源昊宏 沙田 文頌稀 大埔

-45 kg 許和行 達磨塾 劉駿樂 蘇屋 李曜泓 王華湘中學周栢裕 顯理

+45 kg 馮柏良 蘇屋 王澤軒 沙田 陳志烽 靈愛小學

-30 kg 鍾沂 大角咀 蘇卓桐 荃灣JPC 鍾穎欣 荃灣JPC Rose 達磨塾

-35 kg 張穎詩 大埔 楊諾韻 大埔 譚旨攸 大埔 劉映瑤 聖羅撒

-40 kg Charlotte 大角咀 陳靖欣 蘇屋 石晞允 富山 陳海藍 聖羅撒

-45 kg 陳洛瑤 陸慶濤 梁曉倩 許大同 曾凱華 大埔 黃汝淇  大埔

+45 kg Sara 大角咀 連靖桐 陣內流 沈恩彤 聖羅撒 周卓穎 聖羅撒

-45 kg 蔡學天 富山 陸啟諾 大角咀 譚駿謙 大埔 湯皓鈞 瑪利諾

-50 kg 林誆詒 蘇屋 劉駿希 蘇屋 譚晉匡 大埔 鄭建泰 荃灣JPC

-55 kg 余奕輝 蘇屋 蘇堅信 大埔 林加暉 深培中學 黃韶嵐 至柔

-60 kg 周啟謙 沙田 陳銘俊 沙田 郭仁城 荃灣JPC 余萬泉 瑪利諾

-66 kg 闕萬庭 天傲會 謝樂篇 大角咀 嚴正 大埔 譚俊謙 大埔

+66 kg 陳昊民 達磨塾 陳俊麟 沙田 袁俊發 荃灣JPC 傅柏彥 基元中學

-45 kg 莫敏姿 飛躍 鄧嘉儀 大埔 林卓殷 瑪利諾 伍嘉敏 大角咀

-48 kg Emma 大角咀 李沅蔚 瑪利諾 方沛雲 大埔 張家琪 燕京

-52 kg 游昊晴 蘇屋 黃靖攸 大埔 黃韻錡 蘇屋 陳綽琳 王華湘中學

-57 kg 許珮欣 瑪利諾 賴玉樺 大埔 鍾凱瑩 瑪利諾 李曉彤 基元中學

+57 kg 李綺雯 瑪利諾 胡詩琳 瑪利諾 馬曉宜 王華湘中學趙松釬 燕京

-52 kg 馮家康 大埔 張韙麟 蘇屋 黃士榮 顯理 吳焯行 大埔

-56 kg 鄭振宇 祖堯 蔡健聰 富善 曾嘉麟 大埔 盧浩銘 大角咀

-60 kg 張啟軒 蘇屋 陸建銘 顯理 許俊文 精心 陳仲文 富善

-66 kg 梁志恆 蘇屋 劉家業 蘇屋 肖黎衡 大埔 徐智健 港大

-73 kg 徐振聲 飛躍 梁功超 蘇屋 李自成 大角咀 林天尊 精心

-81 kg 譚嘉雄 蘇屋 李潤田 智青 黃偉 荃灣JPC 梁永強 蘇屋

+81 kg 吳焯然 蘇屋 何定國 大埔 唐焯彬 沙田 梁有德 浸大

-45 kg 呂頴賢 大埔 葉詩雅 蘇屋 陳佩璇 大角咀 陳慧婷 燕京

-48 kg 呂子姬 廣宏 馮冠螢 港大 余思蓓 燕京 簡瑞敏 荃灣JPC

-52 kg 陳愷慈 荃灣JPC 魏詩蓓 蘇屋 陳煒茵 蘇屋

-57 kg 黃霖 智青 楊雅怡 城大

-63 kg 許嘉穎 富善 吳若梅 燕京 袁慧琪 荃灣JPC 麥愷恩 燕京

+63 kg 張舒凌 大埔 林家慜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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