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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參賽學校】 

（組別）  ＜ 港島東區 ＞                                         （組別） 

1. 北角官立下午小學 【13A】 2.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32A】 

3. 柴灣信愛學校（上午） 【37A】 【女】1.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女9C】 

4. 培僑小學 【7B】 5.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上午校 【24B】 

6. 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29C】【優異】 7.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17B】 

8. 漢基國際學校 【36C】【殿軍】  

 

＜ 港島西區 ＞ 

9. 海怡寶血小學 【20A】 【女】2. 海怡寶血小學 【女6A】 

10.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下午） 【16A】 11. 鴨洲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40A】【優異】

12.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下午校 【30B】 13. 聖約瑟小學 【6A】 

 

＜ 九龍東區 ＞ 

14. 佛教慈敬學校 【19C】 15. 紅磡街坊會小學 【21C】 

【女】3. 紅磡街坊會小學 【女12A】 16. 迦密梁省德學校 【1B】 

17. 陳瑞祺小學（下午校） 【10B】 18.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18B】 

19. 聖公會牧愛小學上午校 【31B】 20. 聖安當小學下午校 【29A】 

21.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36A】 22. 閩僑小學 【2B】 

 

＜ 九龍西區 ＞ 

23. 大坑東宣道小學 【5A】 【女】4. 大坑東宣道小學 【女2A】 

24.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道） 【10C】【優異】 25.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下午校 【40B】 

26.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30A】 27. 天主教善導小學 【13B】【優異】

28. 李鄭屋官立小學下午校 【34B】 29.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39C】 

30. 深信學校 【26A】 31. 新會商會九龍學校 【2C】【優異】 

32. 鮮魚行學校 【31C】 33. 灣仔堂基道學校（下午） 【11A】 

 

＜ 九龍北區 ＞ 

34. 九龍塘宣道小學 【4A】 【女】5. 九龍塘宣道小學 【女1C】 

35.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0B】【季軍】 36.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33A】 

37. 天主教伍華小學 【32B】 38. 天主教溥仁學校上午校 【1A】【殿軍】 

39.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25B】 40.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3A】【優異】 

41. 拔萃小學 【19B】【季軍】 42. 啟思小學 【15A】 

43.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23A】  

 

＜北區 ＞ 

44. 佛教正慧小學 【3B】 45.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17A】 

46. 粉嶺公立學校 【12A】【冠軍】 【女】6 粉嶺公立學校 【女4C】【殿軍】

47.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學校 【34A】 48. 鳳溪小學上午校 【38A】 

【女】7. 鳳溪小學上午校 【女11A】 49.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上午校 【12B】 

50. 寶血會培靈學校 【16B】 51.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5C】【優異】 

52.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25A】 53. 上水惠州公立上午校 【22B】 

【女】8. 上水惠州公立上午校 【女7A】 54. 上水惠州公立下午校 【33B】【優異】

 

＜ 大埔區 ＞ 

55. 保良局田家炳學校 【5B】 56. 三水學校 【9B】 

57.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下午校 【15B】 58.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 【22A】 

59.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21A】    

 
 
 



   【2/11】共11頁第2頁 
                                           （組別）  ＜ 沙田區 ＞                                             （組別） 

60.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8A】 【女】9.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女3A】【殿軍】

6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7C】 62.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校 【11C】【優異】

63.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下午校 【24A】 64. 五邑馮平山夫人學校 【20C】 

65 保良局黃族宗親會學校（黃鳴謙學校） 【38B】 66.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上午校 【6B】【優異】 

【女】10.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上午校 【女2C】 67.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下午校 【11B】 

【女】11.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下午校 【女3B】 68. 樂善堂陳祖澤學校 【9A】【優異】 

69. 保良局朱正賢下午校 【28C】 【女】12. 保良局朱正賢下午校 【女8B】 

70.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18A】 71. 沙田崇真學校 【4C】【優異】 

【女】13. 沙田崇真學校 【女1A】 72. 聖公會主風小學 【39A】 

【女】14. 聖公會主風小學 【女12C】 73.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22C】【優異】

【女】15. 禾輋信義學校 【女5A】  

＜ 西貢區 ＞ 

74. 佛教黃藻森學校 【21B】【優異】 【女】16. 佛教黃藻森學校 【女6B】【殿軍】

75. 佛教志蓮小學 【14C】【優異】 【女】17. 佛教志蓮小學 【女4A】 

76. 優才（楊有娣）學校 【23B】 【女】18. 優才（楊有娣）學校 【女7C】 

【女】19. 坑口中心成杏芳紀念小學 【女9B】 77. 保良局黃永樹學校 【13C】 

【女】20. 保良局黃永樹學校 【女4B】 78. 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 【9C】 

【女】21. 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 【女3C】 79.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15C】【優異】

【女】22.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女5B】【亞軍】 80. 將軍澳官立學校 【35B】 

81.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8B】【殿軍】  

 

＜ 元朗區 ＞ 

82. 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 【19A】 【女】23. 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 【女6C】 

83. 廈村鄉白坭公立學校 【8C】 【女】24. 嗇色園主辦可銘下午校 【女5C】 

84.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正校） 【16C】【優異】 85.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27B】 

【女】25.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女8C】【季軍】 86. 十八鄉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6C】 

87.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28B】 88.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23C】【優異】

89. 天水圍官立小學 【39B】【殿軍】 90. 惇裕學校 【36B】 

91.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32C】【優異】 【女】26.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女9A】【殿軍】

92. 元朗商會小學 【4B】 93. 元朗朗屏東莞學校下午校 【2A】 

94. 元朗官立下午小學 【17C】【優異】  

 

＜ 屯門區 ＞ 

95.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37B】【優異】 【女】27.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女11C】【殿軍】

96. 中華基督教何福堂小學 【14A】 97. 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 【18C】【亞軍】

98. 五邑鄒振猷學校下午校 【26B】 99. 藍地福音學校 【35C】【殿軍】

【女】28. 藍地福音學校 【女10A】【殿軍】 100. 聖公會蒙恩小學上午校 【12C】 

101.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下午校 【26C】【優異】 102.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28A】【優異】

【女】29.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女8A】  
 

＜ 大嶼山區 ＞ 

103. 青松侯寶垣小學 【24C】【優異】 【女】30. 青松侯寶垣小學 【女7B】【殿軍】

104.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1C】 【女】31.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女1B】【殿軍】

105. 靈糧堂秀德小學 【33C】 【女】32. 靈糧堂秀德小學 【女10B】 

106.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34C】【殿軍】    
 

＜ 長洲區 ＞ 

107. 南丫北段公立小學 【29B】    
 

＜ 荃灣區 ＞ 

108.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35A】 【女】33.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女10C】 

109.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31A】【優異】    
 

＜ 葵涌區 ＞ 

110. 亞斯理衛理小學 【10A】 111.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27C】【優異】

112. 慈幼葉漢小學上午校 【14B】 113. 石籬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3C】 

114. 聖公會主愛小學下午校 【27A】 115.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25C】【優異】
 

＜青衣區 ＞ 

116.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 【38C】【優異】 【女】34.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 【女11B】 

117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下午校 【40C】 【女】35.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女12B】【殿軍】

118. 閩僑第二小學 【37C】 119. 保良局陳溢小學 【30C】【優異】

120.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7A】【優異】 【女】36.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女2B】【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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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16區 共156校參賽（男120校 女36校）共1,404人（男1,080人 女324人）共210場（男159場 女51場） 

男120隊分40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40隊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獎40名。 

女36隊分12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獎12名。 

 

第一天 19.10.2004（二）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請準確出席參賽） 

組別 A隊 B隊 C隊 

男01組 天主教溥仁學校上午校【1A】【首名】迦密梁省德學校【1B】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1C】

男02組 元朗朗屏東莞學校下午校【2A】 閩僑小學【2B】 新會商會九龍學校【2C】【首名】 

男03組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3A】【首名】佛教正慧小學【3B】 石籬天主教小學上午校【3C】 

男04組 九龍塘宣道小學【4A】 元朗商會小學【4B】 沙田崇真學校【4C】【首名】 

女01組 沙田崇真學校【女1A】 黃楚標學校【女1B】【首名】 九龍塘宣道小學【女1C】 

 

男05組 大坑東宣道小學【5A】 保良局田家炳學校【5B】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5C】【首名】

男06組 聖約瑟小學【6A】 禧年小學上午校【6B】【首名】 十八鄉委員會公益社小學【6C】 

男07組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7A】【首名】 培僑小學【7B】 佛教慈敬學校【7C】 

女02組 大坑東宣道小學【女2A】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女2B】【首名】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上午校【女2C】

 

各校領隊請於開賽前15分鐘到場 填寫出場紙，運動員須備【運動員證參賽】（單數場次請到A或1號場；雙數場次請到B或2號場）

0900 【1】 天主教溥仁學校上午校 （2）1A：1B（0） 迦密梁省德學校 

 【2】 元朗朗屏東莞學校下午校 （1）2A：2B（1） 閩僑小學 

0930 【3】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2）3A：3B（0） 佛教正慧小學 

 【4】 九龍塘宣道小學 （2）4A：4B（1） 元朗商會小學 

1000 【5】女 沙田崇真學校 （0）女1A：女1B（2）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6】 迦密梁省德學校 （0）1B：1C（2）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1030 【7】 閩僑小學 （0）2B：2C（2） 新會商會九龍學校 

 【8】 佛教正慧小學 （0）3B：3C（7） 石籬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1100 【9】 元朗商會小學 （0）4B：4C（1） 沙田崇真學校 

 【10】女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2）女1B：女1C（0） 九龍塘宣道小學 

1130 【11】 天主教溥仁學校上午校 （2）1A：1C（0）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12】 元朗朗屏東莞學校下午校 （1）2A：2C（1） 新會商會九龍學校 

1200 【13】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1）3A：3C（0） 石籬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14】 九龍塘宣道小學 （2）4A：4C（3） 沙田崇真學校 

1230 【15】女 沙田崇真學校 （0）女1A：女1C（2） 九龍塘宣道小學 

 

1330 【16】 大坑東宣道小學 （2）5A：5B（0） 保良局田家炳學校 

 【17】 聖約瑟小學 （0）6A：6B（1）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上午校

1400 【18】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3）7A：7B（0） 培僑小學 

 【19】女 大坑東宣道小學 （0）女2A：女2B（1）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1430 【20】 保良局田家炳學校 （0）5B：5C（1）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21】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上午校 （1）6B：6C（0） 十八鄉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1500 【22】 培僑小學 （2）7B：7C（0） 佛教慈敬學校 

 【23】女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0）女2B：女2C（0）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上午校

1530 【24】 大坑東宣道小學 （0）5A：5C（2）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25】 聖約瑟小學 （0）6A：6C（0） 十八鄉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1600 【26】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2）7A：7C（0） 佛教慈敬學校 

 【27】女 大坑東宣道小學 （0）女2A：女2C（0）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上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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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16區 共156校參賽（男120校 女36校）共1,404人（男1,080人 女324人）共210場（男159場 女51場） 

男120隊分40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40隊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獎40名。 

女36隊分12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獎12名。

 

第二天 20.10.2004（三）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請準確出席參賽） 

 A隊 B隊 C隊 

男08組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8A】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8B】【首名】 廈村鄉白坭公立學校【8C】 

男09組 樂善堂陳祖澤學校【9A】【首名】 三水學校【9B】 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9C】 

男10組 亞斯理衛理小學【10A】 陳瑞祺小學（下午校）【10B】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10C】【首名】 

男11組 灣仔堂基道學校（下午）【11A】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下午校【11B】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校【11C】【首名】

女03組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女3A】【首名】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下午校【女3B】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女3C】 

 

男12組 粉嶺公立學校【12A】【首名】 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上午校【12B】 聖公會蒙恩小學上午校【12C】 

男13組 北角官立下午小學【13A】 天主教善導小學【13B】【首名】 保良局黃永樹學校【13C】 

男14組 中華基督教何福堂小學【14A】 慈幼葉漢小學上午校【14B】 佛教志蓮小學【14C】【首名】 

女04組 佛教志蓮小學【女4A】 保良局黃永樹學校【女4B】 粉嶺公立學校【女4C】【首名】 

 

各校領隊請於開賽前15分鐘到場填寫出場紙，運動員須備【運動員證參賽】（單數場次請到A或1號場；雙數場次請到B或2號場）

0900 【28】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0）8A：8B（0）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29】 樂善堂陳祖澤學校 （2）9A：9B（0） 三水學校 

0930 【30】 亞斯理衛理小學 （2）10A：10B（0） 陳瑞祺小學（下午校） 

 【31】 灣仔堂基道學校（下午） （1）11A：11B（3）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下午校 

1000 【32】女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1）女3A：女3B（0）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下午校 

 【33】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1）8B：8C（0） 廈村鄉白坭公立學校 

1030 【34】 三水學校 （2）9B：9C（2） 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 

 【35】 陳瑞祺小學（下午校） （1）10B：10C（4）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道） 

1100 【36】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下午校 （0）11B：11C（2）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校 

 【37】女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下午校 （1）女3B：女3C（1） 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 

1130 【38】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2）8A：8C（2） 廈村鄉白坭公立學校 

 【39】 樂善堂陳祖澤學校 （2）9A：9C（0） 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 

1200 【40】 亞斯理衛理小學 （0）10A：10C（2）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道） 

 【41】 灣仔堂基道學校（下午） （1）11A：11C（2）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校 

1230 【42】女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1）女3A：女3C（1） 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 

 

1330 【43】 粉嶺公立學校 （8）12A：12B（1） 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上午校 

 【44】 北角官立下午小學 （1）13A：13B（2） 天主教善導小學 

1400 【45】 中華基督教何福堂小學 （0）14A：14B（1） 慈幼葉漢小學上午校 

 【46】女 佛教志蓮小學 （1）女4A：女4B（0） 保良局黃永樹學校 

1430 【47】 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上午校 （0）12B：12C（3 ） 聖公會蒙恩小學上午校 

 【48】 天主教善導小學 （0）13B：13C（1） 保良局黃永樹學校 

1500 【49】 慈幼葉漢小學上午校 （0）14B：14C（3） 佛教志蓮小學 

 【50】女  保良局黃永樹學校 （0）女4B：女4C（1） 粉嶺公立學校 

1530 【51】 粉嶺公立學校 （4）12A：12C（1） 聖公會蒙恩小學上午校 

 【52】 北角官立下午小學 （1）13A：13C（0） 保良局黃永樹學校 

1600 【53】 中華基督教何福堂小學 （1）14A：14C（2） 佛教志蓮小學 

 【54】女 佛教志蓮小學 （0）女4A：女4C（1） 粉嶺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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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16區 共156校參賽（男120校 女36校）共1,404人（男1,080人 女324人）共210場（男159場 女51場） 

男120隊分40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40隊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獎40名。 

女36隊分12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獎12名。

 

第三天 25.10.2004（一）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請準確出席參賽） 

 A隊 B隊 C隊 

男15組 啟思小學【15A】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下午校【15B】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15C】【首名】 

男16組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下午）【16A】寶血會培靈學校【16B】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正校）【16C】【首名】

男17組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17A】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17B】 元朗官立下午小學【17C】【首名】 

男18組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18A】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18B】 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18C】【首名】

女05組 禾輋信義學校【女5A】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女5B】【首名】 嗇色園主辦可銘下午校【女5C】 

 

男19組 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19A】 拔萃小學【19B】【首名】（抽簽勝出）浸信會呂明才小學【19C】 

男20組 海怡寶血小學【20A】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20B】【首名】五邑馮平山夫人學校【20C】 

男21組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21A】 佛教黃藻森學校【21B】【首名】 紅磡街坊會小學【21C】 

女06組 海怡寶血小學【女6A】 佛教黃藻森學校【女6B】【首名】 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女6C】 

 

各校領隊請於開賽前15分鐘到場填寫出場紙，運動員須備【運動員證參賽】（單數場次請到A或1號場；雙數場次請到B或2號場）

0900 【55】 啟思小學 （2）15A：15B（0）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下午校 

 【56】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下午） （0）16A：16B（1） 寶血會培靈學校 

0930 【57】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7）17A：17B（0）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58】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3）18A：18B（0）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1000 【59】女 禾輋信義學校 （0）女5A：女5B（1）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60】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下午校 （0）15B：15C（1）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1030 【61】 寶血會培靈學校 （0）16B：16C（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正校） 

 【62】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0）17B：17C（3） 元朗官立下午小學 

1100 【63】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1）18B：18C（1） 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 

 【64】女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3）女5B：女5C（0） 嗇色園主辦可銘下午校 

1130 【65】 啟思小學 （0）15A：15C（2）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66】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下午） （1）16A：16C（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正校） 

1200 【67】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1）17A：17C（4） 元朗官立下午小學 

 【68】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0）18A：18C（2） 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 

1230 【69】女 禾輋信義學校 （1）女5A：女5C（1） 嗇色園主辦可銘下午校 

 

1330 【70】 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 （2）19A：19B（2） 拔萃小學 

 【71】 海怡寶血小學 （0）20A：20B（1）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1400 【72】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0）21A：21B（2） 佛教黃藻森學校 

 【73】女 海怡寶血小學 （0）女6A：女6B（1） 佛教黃藻森學校 

1430 【74】 拔萃小學 （2）19B：19C（0）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75】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4）20B：20C（0） 五邑馮平山夫人學校 

1500 【76】 佛教黃藻森學校 （2）21B：21C（1） 紅磡街坊會小學 

 【77】女 佛教黃藻森學校 （2）女6B：女6C（0） 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 

1530 【78】 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 （2）19A：19C（0）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79】 海怡寶血小學 （3）20A：20C（0） 五邑馮平山夫人學校 

1600 【80】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1）21A：21C（1） 紅磡街坊會小學 

 【81】女 海怡寶血小學 （0）女6A：女6C（3） 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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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16區 共156校參賽（男120校 女36校）共1,404人（男1,080人 女324人）共210場（男159場 女51場） 

男120隊分40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40隊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獎40名。 

女36隊分12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獎12名。

 

第四天 26.10.2004（二）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請準確出席參賽） 

 A隊 B隊 C隊 

男22組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22A】 上水惠州公立上午校【22B】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22C】【首名】 

男23組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23A】 優才（楊有娣）學校【23B】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23C】【首名】

男24組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下午校【24A】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上午校【24B】 青松侯寶垣小學【24C】【首名】 

男25組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25A】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25B】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25C】【首名】

女07組 上水惠州公立上午校【女7A】 青松侯寶垣小學【女7B】【首名】 優才（楊有娣）學校【女7C】 

 

男26組 深信學校【26A】 五邑鄒振猷學校下午校【26B】 胡少渠紀念小學下午校【26C】【首名】

男27組 聖公會主愛小學下午校【27A】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27B】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27C】【首名】

男28組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28A】【首名】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28B】 保良局朱正賢下午校【28C】 

女08組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女8A】 保良局朱正賢下午校【女8B】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女8C】【首名】

 

各校領隊請於開賽前15分鐘到場填寫出場紙，運動員須備【運動員證參賽】（單數場次請到A或1號場；雙數場次請到B或2號場）

0900 【82】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 （0）22A：22B（2） 上水惠州公立上午校 

 【83】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4）23A：23B（0） 優才（楊有娣）學校 

0930 【84】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下午校 （0）24A：24B（2）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上午校

 【85】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2）25A：25B（1）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1000 【86】女 上水惠州公立上午校 （0）女7A：女7B（0） 青松侯寶垣小學 

 【87】 上水惠州公立上午校 （1）22B：22C（2）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1030 【88】 優才（楊有娣）學校 （0）23B：23C（1）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89】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上午校 （1）24B：24C（1） 青松侯寶垣小學 

1100 【90】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0）25B：25C（3）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91】女 青松侯寶垣小學 （3）女7B：女7C（0） 優才（楊有娣）學校 

1130 【92】 孫方中小學上午校 （0）22A：22C（0）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93】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0）23A：23C（3）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1200 【94】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下午校 （0）24A：24C（5） 青松侯寶垣小學 

 【95】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0）25A：25C（0）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1230 【96】女 上水惠州公立上午校 （1）女7A：女7C（0） 優才（楊有娣）學校 

 

1330 【97】 深信學校 （1）26A：26B（1） 五邑鄒振猷學校下午校 

 【98】 聖公會主愛小學下午校 （2）27A：27B（0）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1400 【99】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1）28A：28B（1）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100】女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0）女8A：女8B（2） 保良局朱正賢下午校 

1430 【101】 五邑鄒振猷學校下午校 （1）26B：26C（4） 胡少渠紀念小學下午校 

 【102】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0）27B：27C（5）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1500 【103】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1）28B：28C（0） 保良局朱正賢下午校 

 【104】女 保良局朱正賢下午校 （0）女8B：女8C（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1530 【105】 深信學校 （0）26A：26C（5） 胡少渠紀念小學下午校 

 【106】 聖公會主愛小學下午校 （0）27A：27C（0）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1600 【107】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2）28A：28C（0） 保良局朱正賢下午校 

 【108】女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0）女8A：女8C（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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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16區 共156校參賽（男120校 女36校）共1,404人（男1,080人 女324人）共210場（男159場 女51場） 

男120隊分40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40隊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獎40名。 

女36隊分12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獎12名。

 

第五天 27.10.2004（三）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請準確出席參賽） 

 A隊 B隊 C隊 

男29組 聖安當小學下午校【29A】 南丫北段公立小學【29B】 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29C】【首名】

男30組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30A】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下午校【30B】 保良局陳溢小學【30C】【首名】 

男31組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31A】【首名】 聖公會牧愛小學上午校【31B】 鮮魚行學校【31C】 

男32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32A】 天主教伍華小學【32B】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32C】【首名】

女09組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女9A】【首名】坑口中心成杏芳紀念小學【女9B】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女9C】 

 

男33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33A】 上水惠州公立下午校【33B】【首名】 靈糧堂秀德小學【33C】 

男34組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學校【34A】 李鄭屋官立小學下午校【34B】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34C】【首名】

男35組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35A】 將軍澳官立學校【35B】 藍地福音學校【35C】【首名】 

女10組 藍地福音學校【女10A】【首名】 靈糧堂秀德小學【女10B】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女10C】

 

各校領隊請於開賽前15分鐘到場填寫出場紙，運動員須備【運動員證參賽】（單數場次請到A或1號場；雙數場次請到B或2號場）

0900 【109】 聖安當小學下午校 （1）29A：29B（1） 南丫北段公立小學 

 【110】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1）30A：30B（1）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下午校 

0930 【111】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31A：31B（0） 聖公會牧愛小學上午校 

 【112】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0）32A：32B（4） 天主教伍華小學 

1000 【113】女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2）女9A：女9B（0） 坑口中心成杏芳紀念小學 

 【114】 南丫北段公立小學 （0）29B：29C（1） 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1030 【115】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下午校 （0）30B：30C（4） 保良局陳溢小學 

 【116】 聖公會牧愛小學上午校 （1）31B：31C（0） 鮮魚行學校 

1100 【117】 天主教伍華小學 （1）32B：32C（1）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118】女 坑口中心成杏芳紀念小學 （0）女9B：女9C（0）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1130 【119】 聖安當小學下午校 （0）29A：29C（0） 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120】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0）30A：30C（3） 保良局陳溢小學 

1200 【121】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3）31A：31C（0） 鮮魚行學校 

 【122】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0）32A：32C（5）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1230 【123】女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2）女9A：女9C（0）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1330 【124】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0）33A：33B（2） 上水惠州公立下午校 

 【125】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學校 （2）34A：34B（0） 李鄭屋官立小學下午校 

1400 【126】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1）35A：35B（0） 將軍澳官立學校 

 【127】女 藍地福音學校 （2）女10A：女10B（0） 靈糧堂秀德小學 

1430 【128】 上水惠州公立下午校 （0）33B：33C（0） 靈糧堂秀德小學 

 【129】 李鄭屋官立小學下午校 （0）34B：34C（4）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1500 【130】 將軍澳官立學校 （1）35B：35C（2） 藍地福音學校 

 【131】女 靈糧堂秀德小學 （0）女10B：女10C（0）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1530 【132】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0）33A：33C（2） 靈糧堂秀德小學 

 【133】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學校 （0）34A：34C（2）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1600 【134】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0）35A：35C（2） 藍地福音學校 

 【135】女 藍地福音學校 （1）女10A：女10C（1）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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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16區 共156校參賽（男120校 女36校）共1,404人（男1,080人 女324人）共210場（男159場 女51場） 

男120隊分40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40隊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獎40名。 

女36隊分12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獎12名。 

 

第六天 01.11.2004（一）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請準確出席參賽） 

 A隊 B隊 C隊 

男36組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36A】 惇裕學校【36B】 .漢基國際學校【36C】【首名】 

男37組 柴灣信愛學校（上午）【37A】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37B】【首名】 閩僑第二小學【37C】 

男38組 鳳溪小學上午校【38A】 保良局黃族宗親會學校【38B】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38C】【首名】

女11組 鳳溪小學上午校【女11A】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女11B】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女11C】【首名】

 

男39組 聖公會主風小學【39A】 天水圍官立小學【39B】【首名】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39C】 

男40組 鴨洲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上午校【40A】【首名】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下午校【40B】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下午校【40C】 

女12組 紅磡街坊會小學【女12A】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女12B】【首名】聖公會主風小學【女12C】 

 

各校領隊請於開賽前15分鐘到場填寫出場紙，運動員須備【運動員證參賽】（單數場次請到A或1號場；雙數場次請到B或2號場）

0900 【136】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7）36A：36B（0） 惇裕學校 

 【137】 柴灣信愛學校（上午） （0）37A：37B（3）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0930 【138】 鳳溪小學上午校 （1）38A：38B（0） 保良局黃族宗親會學校 

 【139】女 鳳溪小學上午校 （1）女11A：女11B（1）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 

1000 【140】 惇裕學校 （0）36B：36C（10） .漢基國際學校 

 【141】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1）37B：37C（1） 閩僑第二小學 

1030 【142】 保良局黃族宗親會學校 （1）38B：38C（2）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 

 【143】女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 （0）女11B：女11C（3）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1100 【144】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1）36A：36C（1） .漢基國際學校 

 【145】 柴灣信愛學校（上午） （0）37A：37C（0） 閩僑第二小學 

1130 【146】 鳳溪小學上午校 （1）38A：38C（1）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 

 【147】女 鳳溪小學上午校 （0）女11A：女11C（0）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1330 【148】 聖公會主風小學 （0）39A：39B（2） 天水圍官立小學 

 【149】 鴨洲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4）40A：40B（0）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下午校 

1400 【150】女 紅磡街坊會小學 （0）女12A：女12B（5）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151】 天水圍官立小學 （5）39B：39C（0）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1430 【15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下午校 （0）40B：40C（3）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下午校 

 【153】女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2）女12B：女12C（0） 聖公會主風小學 

1500 【154】 聖公會主風小學 （0）39A：39C（2）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155】 鴨洲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3）40A：40C（1）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下午校 

1530 【156】女 紅磡街坊會小學 （2）女12A：女12C（0） 聖公會主風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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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16區 共156校參賽（男120校 女36校）共1,404人（男1,080人 女324人）共210場（男159場 女51場） 

男120隊分40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40隊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獎40名。 

女36隊分12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獎12名。 

 

第七天 02.11.2004（一） 女子複決賽 （請準確出席參賽） 

女子1組首名： 黃楚標學校【女1B】 女子2組首名：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女2B】 

女子3組首名：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女3A】 女子4組首名：粉嶺公立學校【女4C】 

女子5組首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女5B】 女子6組首名：佛教黃藻森學校【女6B】 

女子7組首名： 青松侯寶垣小學【女6B】 女子8組首名：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女8C】 

女子9組首名：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女9A】 女子10組首名：藍地福音學校【女10A】 

女子11組首名：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女11C】 女子12組首名：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女12B】 

 

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 

女準決1組 【準1A】 7首：侯寶垣【殿軍】 【準1B】 2首：主恩【冠軍】 【準1C】9首：科技創意【殿軍】

女準決2組 【準2A】11首：黃筱煒【季軍】 【準2B】 1首：黃楚標【殿軍】 【準2C】6首：黃藻森【殿軍】 

女準決3組 【準3A】10首：藍地福音【殿軍】 【準3B】12首：郭怡雅【殿軍】 【準3C】5首：將軍澳天主教【亞軍】

女準決4組 【準4A】 4首：粉嶺公立【殿軍】 【準4B】 8首：梁銶琚【季軍】 【準4C】3首：沙田圍呂明才【殿軍】
 

各校領隊請於開賽前15分鐘到場 填寫出場紙，運動員須備【運動員證參賽】（單數場次請到A或1號場；雙數場次請到B或2號場） 

0930 【157】 7首：侯寶垣 （0）準1A對準1B（2） 2首：主恩 

 【158】 11首：黃筱煒 （2）準2A對準2B（0） 1首：黃楚標 

1000 【159】 10首：藍地福音 （1）準3A對準3B（0） 12首：郭怡雅 

 【160】 4首：粉嶺公立 （0）準4A對準4B（1） 8首：梁銶琚 

1030 【161】 2首：主恩 （1）準1B對準1C（1） 9首：科技創意 

 【162】 1首：黃楚標 （0）準2B對準2C（2） 6首：黃藻森 

1100 【163】 12首：郭怡雅 （0）準3B對準3C（1） 5首：將軍澳天主教 

 【164】 8首：梁銶琚 （0）準4B對準4C（0） 3首：沙田圍呂明才 

1130 【165】 7首：侯寶垣 （1）準1A對準1C（1） 9首：科技創意 

 【166】 11首：黃筱煒 （0）準2A對準2C（0） 6首：黃藻森 

1200 【167】 10首：藍地福音 （0）準3A對準3C（0） 5首：將軍澳天主教 

 【168】 4首：粉嶺公立 （1）準4A對準4C（0） 3首：沙田圍呂明才 

 

1400 【169】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1）決1首：決4首（0）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季軍】

 【170】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季軍】 （0）決2首：決3首（1）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1500 【171】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冠軍】 （1）169勝方：170勝方（0）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亞軍】

 

※ 為配合公平競爭精神與減少運動員年齡失誤，賽會於各項賽事報名後或賽期中，適當期間會抽查 

運動員年齡證明文件正本，敬希垂注與合作為盼！ 
 



【10/11】共11頁第10頁 

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16區 共156校參賽（男120校 女36校）共1,404人（男1,080人 女324人）共210場（男159場 女51場） 

男120隊分40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40隊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獎40名。 

女36隊分12組，每組3隊循環賽首名出線。12組首名，抽簽分4組循環賽。4組首名淘汰賽，勝方爭冠亞，負方並列季軍，獎12名。 

 

第八天  賽程 03.11.2004（三）0830 --- 1800 男子組複決賽（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考慮體能上下半場均為8分鐘） 

1首：天主教溥仁學校上午校 2首：新會商會九龍學校 3首：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4首：沙田崇真學校 

5首：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6首：禧年小學上午校 7首：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8首：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9首：樂善堂陳祖澤學校 10首：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道） 11首：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校 12首：粉嶺公立學校 

13首：天主教善導小學 14首：佛教志蓮小學 15首：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16首：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正校）

17首：元朗官立下午小學 18首：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 19首：拔萃小學 20首：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1首：佛教黃藻森學校 22首：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23首：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24首：青松侯寶垣小學 

25首：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26首：胡少渠紀念小學下午校 27首：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28首：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29首：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30首：保良局陳溢小學 31首：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32首：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

33首：上水惠州公立下午校 34首：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35首：藍地福音學校 36首：漢基國際學校 

37首：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38首：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 39首：天水圍官立小學 40首：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40組首名，淘汰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0830 【172】 天主教溥仁學校上午校 1組首名 『3』（2）：（0） 40組首名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173】 新會商會九龍學校 2組首名 （0）：（2）『18』 39組首名 天水圍官立小學 

0850 【174】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3組首名 （0）：（2）『17』 38組首名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

 【175】 沙田崇真學校 4組首名 『20』（2）：（1） 37組首名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0910 【176】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5組首名 （0）：（2）『12』 36組首名 漢基國際學校 

 【177】 禧年小學上午校 6組首名 （0）：（2）『6』 35組首名 藍地福音學校 

0930 【178】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7組首名【4】（1）：（1）【5】『19』34組首名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179】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8組首名 『9』【1】（0）：（0）【0】33組首名 上水惠州公立下午校

0950 【180】 樂善堂陳祖澤學校 9組首名『13』【2】（1）：（1）【1】32組首名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181】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道） 10組首名 『4』（1）：（0） 31組首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010 【182】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校 11組首名 『1』（1）：（0） 30組首名 保良局陳溢小學 

 【183】 粉嶺公立學校 12組首名 『16』（6）：（0） 29組首名 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1030 【184】 天主教善導小學 13組首名【0】（1）：（1）【1】『15』28組首名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185】 佛教志蓮小學 14組首名 （0）：（1）『10』 27組首名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1050 【186】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15組首名 『5』（1）：（0） 26組首名 胡少渠紀念小學下午校

 【187】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正校） 16組首名 『8』【2】（0）：（0）【1】25組首名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1110 【188】 元朗官立下午小學 17組首名 （0）：（1）『11』 24組首名 青松侯寶垣小學 

 【189】 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 18組首名 『7』【1】（1）：（1）【0】23組首名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1130 【190】 拔萃小學 19組首名 『14』（2）：（1） 22組首名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191】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0組首名 『2』（1）：（0） 21組首名 佛教黃藻森學校 

 

※ 為配合公平競爭精神與減少運動員年齡失誤，賽會於各項賽事報名後或賽期中，適當期間會抽查

運動員年齡證明文件正本，敬希垂注與合作為盼！ 
 



【11/11】共11頁第11頁 

19.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01至04及女01組 與 下午男05至07及女02組 初賽  

20.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08至11及女03組 與 下午男12至14及女04組 初賽  

25.10.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15至18及女05組 與 下午男19至21及女06組 初賽 荃灣 

26.10.2004（二） 0900 --- 1800 上午男22至25及女07組 與 下午男26至28及女08組 初賽 沙嘴道硬地足球場 

27.10.2004（三） 0900 --- 1800 上午男29至32及女09組 與 下午男33至35及女10組 初賽 （近荃灣大會堂） 

01.11.2004（一） 0900 --- 1800 上午男36至38及女11組 與 下午男39至40及女12組 初賽 （無車位提供） 

02.11.2004（二） 0900 --- 1800         女子組 複賽及決賽   

03.11.2004（三） 0830 --- 1800         男子組 複賽及決賽 （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  

 

第八天  賽程 03.11.2004（三）0830 --- 1800 男子組複決賽（因場數眾多須8:30開賽）（考慮體能上下半場均為8分鐘） 

1首：天主教溥仁學校上午校（3） 2首：新會商會九龍學校 3首：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4首：沙田崇真學校（20） 

5首：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6首：禧年小學上午校 7首：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8首：仁愛堂田家炳小學（9） 

9首：樂善堂陳祖澤學校（13） 10首：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道）（4）11首：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校（1） 12首：粉嶺公立學校（16） 

13首：天主教善導小學 14首：佛教志蓮小學 15首：將軍澳天主教小學（5） 16首：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正校）（8）

17首：元朗官立下午小學 18首：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7） 19首：拔萃小學（14） 20首：九龍塘學校（小學部）（2）

21首：佛教黃藻森學校 22首：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23首：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24首：青松侯寶垣小學（11） 

25首：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26首：胡少渠紀念小學下午校 27首：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10） 28首：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15）

29首：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30首：保良局陳溢小學 31首：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32首：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

33首：上水惠州公立下午校 34首：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19） 35首：藍地福音學校（6） 36首：漢基國際學校（12） 

37首：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38首：中華傳道會呂明才上午校（17）39首：天水圍官立小學（18） 40首：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上午校

 

40組首名，淘汰制複賽。20隊出線抽簽入組，淘汰賽定冠亞雙季軍（考慮體能上下半場均為8分鐘） 

 

 【1230至1400】  【1430至1730】 【1640】 
         

（1） 胡素貞上 200.          

（2） 九龍塘 【季軍】   206.       
            

（3） 溥仁上 【殿軍】 192.   208.      

（4） 大角天（海）   202.   
       

（5） 將天 193.     

（6） 藍地福音 【殿軍】   210.  
       

（7） 鄒振猷上 【亞軍】 194.    

（8） 梁銶琚（正）   203.  亞軍【鄒振猷上】 
       

（9） 仁愛田家炳 【殿軍】. 195    

（10） 基真    準決賽：雙季軍【九龍塘；拔萃】 決賽： 冠軍【粉嶺公立】 
       

（11） 侯寶垣 196.     

（12） 漢基國際 【殿軍】  204. 209.   
       

（13） 陳祖澤 197.     

（14） 拔萃 【季軍】     
       

（15） 劉皇發夫人 198.     

（16） 粉嶺公立 【冠軍】  205. 207.   
       

（17） 呂明才上 199.     

（18） 天水圍官立 【殿軍】     
       

（19） 林拔中 【殿軍】 201.    

（20） 沙田崇真      
 

傑出運動員提名：（經委員親臨遴選，待會議通過後，獎品將於學期尾，周年頒獎禮頒發，並有專函通知學校）（資料已上網頁） 

男子組： 彭英杰（九龍北區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黃文浩（九龍北區 拔萃小學） 彭富寧（北區 粉嶺公立學校） 

（五位） 袁振昇（北區 粉嶺公立學校） 楊啟斌（屯門 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 

女子組： 黃智琳（西貢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張美娥（元朗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四位） 黃悅彤（屯門 佛教黃筱煒紀念學校） 鄭惠琳（青衣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小學體育理事會 主席 楊開將校長（沙田區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下午校）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廿二日 

諮詢：新界地域執行秘書 李黃多英（2711 2823  9228 0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