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場地
時間

08:00~08:50 vs
09:00~09:50 vs 1 榮伸麒麟 vs 東莞企鵝 14:3 大嶺山大象

10:00~10:50 vs 2 大嶺山大象 vs 榮伸麒麟 15:2 東莞企鵝

11:00~11:50 vs 3 東莞企鵝 vs 大嶺山大象 1:5 榮伸麒麟

12:00~12:50 vs 4 榮伸麒麟 vs 石碣神奇蛙 9:2 沙田大鯊魚A隊

13:00~13:50 vs 5 沙田大鯊魚A隊 vs 東莞企鵝 0:10 石碣神奇蛙

14:00~14:50 vs 6 沙田大鯊魚A隊 vs 石碣神奇蛙 2:5 東莞企鵝

15:00~15:50 vs
16:00~16:50 vs vs

vs vs
7 08:00~08:50 健康組A1塘廈龍泰龍 vs 健康組A2中堂陽光豹 健康組A3茶山友誼 活力組A1日本Beams vs 活力組A3艾美特 活力組A4永宏太陽
8 09:00~09:50 健康組A3茶山友誼 vs 健康組A4寶貝聯盟 健康組A2中堂陽光豹 活力組A艾美特 vs 活力組A4永宏太陽 活力組A2厚街T1
9 10:00~10:50 健康組A1塘廈龍泰龍 vs 健康組A3茶山友誼 健康組A4寶貝聯盟 16 活力組A4永宏太陽 vs 活力組A1日本Beams 活力組A3艾美特

10 11:00~11:50 健康組A2中堂陽光豹 vs 健康組A4寶貝聯盟 健康組A1塘廈龍泰龍 17 活力組B1長安獵豹 vs 活力組B2虎門台商雄鷹 活力組B3小蠻牛
11 12:00~12:50 健康組A4寶貝聯盟 vs 健康組A1塘廈龍泰龍 健康組A3茶山友誼 18 活力組B3小蠻牛 vs 活力組B4高步戰神 活力組B2虎門台商雄鷹
12 13:00~13:50 健康組A3茶山友誼 vs 健康組A2中堂陽光豹 健康組A4寶貝聯盟 19 活力組B1長安獵豹 vs 活力組B3小蠻牛 活力組B4高步戰神
13 14:00~14:50 阿元獅 vs 石碣神奇蛙 大嶺山大象 20 活力組B4高步戰神 vs 活力組B2虎門台商雄鷹 活力組B1長安獵豹
14 15:00~15:50 大嶺山大象 vs 阿元獅 石碣神奇蛙 21 活力組B4高步戰神 vs 活力組B1長安獵豹 活力組B3小蠻牛
15 16:00~16:50 石碣神奇蛙 vs 大嶺山大象 寶貝聯盟 活力組B3小蠻牛 vs 活力組B2虎門台商雄鷹 活力組B4高步戰神

vs vs
08:00~08:50 vs 28 健康組B1南佳電子 vs 健康組B2惠州石灣龍 健康組B3中山青年
09:00~09:50 vs 29 健康組B3中山青年 vs 健康組B4沙田大鯊魚B隊 健康組B2惠州石灣龍

22 10:00~10:50 活力組A3艾美特 vs 活力組A2厚街T1 活力組A4永宏太陽 30 健康組B1南佳電子 vs 健康組B3中山青年 健康組B4沙田大鯊魚B隊
23 11:00~11:50 活力組A2厚街T1 vs 活力組A4永宏太陽 活力組A3日本Beams 31 健康組B4沙田大鯊魚B隊 vs 健康組B2惠州石灣龍 健康組B1南佳電子
24 12:00~12:50 活力組A1日本Beams vs 活力組A2厚街T1 活力組A4永宏太陽 32 健康組B4沙田大鯊魚B隊 vs 健康組B1南佳電子 健康組B3中山青年
25 13:00~13:50 33 健康組B3中山青年 vs 健康組B2惠州石灣龍 健康組B4沙田大鯊魚B隊
26 14:00~14:50 34 榮伸麒麟 vs 阿元獅 沙田大鯊魚A隊
27 15:00~15:50 35 沙田大鯊魚A隊 vs 榮伸麒麟 寶貝聯盟

16:00~16:50 vs 36 阿元獅 vs 沙田大鯊魚A隊 榮伸麒麟
07:00~07:50 vs 37 健康組A第1名 vs 健康組B第2名 聯盟裁判

 08:00~08:50 vs 38 健康組A第2名 vs 健康組B第1名 聯盟裁判
09:00~09:50 vs 39 活力組A第1名 vs 活力組B第2名 聯盟裁判
10:00~10:50 vs 40 活力組A第2名 vs 活力組B第1名 聯盟裁判
11:00~11:50 vs 41 第37場勝 vs 第38場勝 健康組冠亞軍

12:00~12:50 vs 42 第39場勝 vs 第40場勝 活力組冠亞軍

13:00~13:50 vs 43 阿元獅 vs 東莞企鵝 聯盟裁判
14:00~14:50 vs 44 沙田大鯊魚A隊 vs 大嶺山大象 聯盟裁判
15:00~15:50 vs 45 東莞企鵝 vs 石碣神奇蛙 聯盟裁判
16:00~16:50 vs

比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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