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2017年7月1日至11月19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8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M12 男子小童組 八方永倫 挑戰者十八鄉 SBC A 南華

M16 男子少年組 八方永倫A 南華 心籃銀狼B -

M18 男子青年初級組 C2 SPORS Alln A 南華 挑戰者十八鄉

M21 男子青年高級組 C2 SPORS 康仁體育會 僑聯 黃大仙

M22 男子壯年組 康仁體育會 C2 SPORS Dream 僑聯22

M39 男子先進初級組 迪洋國際 友聯 安青 -

M48 男子先進中級組 方永勝 活力 ELEMENTS -

M55 男子先進高級組
DOS@GALLER

Y
方永勝 籃球知友社 牛津

M60 男子松青組 飛飛 華興 - -

M65 男子松柏組 方永勝 京友籃球社 - -

MO 男子公開組 Swingman 軒青 CSD NSF

W16 女子少年組 HEEP YUNN B 英華 永青 Celine Ho

W18 女子少青組 HEEP YUNN A Oyster (A) - -

W21 女子青年組 七喜 Oyster (B) 香港大學 新野21W

W22 女子成年組 南華 安青 ON BONG 愉園

2016
2016年7月2日至11月4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7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M12 男子小童組 八方社電訊 挑戰者十八鄉 標準青訓 Champion

M16 男子少年組 八方永倫A 南華 Alln A 中西區青年隊

M18 男子青年初級組 僑聯18 英華 Alln A 少林

M21 男子青年高級組 南華 C2 SPORTS 挑戰者十八鄉 飛鷹

M22 男子壯年組 C2 SPORTS 旭暉 南青 友聯

M39 男子先進初級組 迪洋國際 安青 告魯夫 --

M48 男子先進中級組 方永勝 DOS@GALLERY 活力 新青聯超頻

M55 男子先進高級組 牛津 青年 方永勝 --

M60 男子松青組 京友籃球隊 方永勝 新青聯超頻 --

M65 男子松柏組 銀鷹A 自力 -- --

MO 男子公開組 WCI 教聯 CSD MYAA-OPEN

W18 女子少青組 青中A HEEP YUNN A Oyster 3 Hon Wah

W21 女子青年組 Well Born C2 SPORTS 七喜 新野21

W22 女子成年組 南華 ON BONG KWAN ON 六日



2015
2015年7月5日至11月6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6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M12 男子小童組 挑戰者十八鄉 WTS 南華 Champion_M12

M16 男子少年組 美星 Alln (A) 中西區青年隊 八方永倫 A

M18 男子青年初級組 南華 WTSDRSC 永東 心籃銀狼 97

M21 男子青年高級組 南華 WTSDRSC Full Team 永東

M22 男子壯年組 康仁體育會 C2 SPORTS 漢友 MKBA

M39 男子先進初級組 迪洋國際 告魯夫 安青 --

M48 男子先進中級組 新青聯超頻 DOS@GALLERY 活力 方永勝

M55 男子先進高級組 方永勝 牛津 青年 --

M60 男子松青組 方永勝 華興 京友籃球隊 --

M65 男子松柏組 銀鷹 飛飛 銀髮蒼鷹 --

MO 男子公開組 橫洲工業 CSD 堅固金業 DOS

W18 女子少青組 青中 協恩 A C2 SPORTS OYSTER

W21 女子青年組 七喜 新野 南華 Ho Tung

W22 女子成年組 DOS 南華 福建 ON BONG

2014
2014年7月6日至11月7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5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M12 男子小童組 八方社電訊 南華 LS Ball Friend

M16 男子少年組 南華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飛飛 心籃銀狼A

M18 男子青年初級組 永東 僑聯 十八鄉 永東人

M21 男子青年高級組 南華 Waiz 晉龍 飛飛

M22 男子壯年組 飛飛 赤沙製造 超敏 荃灣

M39 男子先進初級組 迪洋國際 安青 告魯夫 自力 POC

M48 男子先進中級組 U.A.T. 活力
DOS@GALLER

Y
方永勝

M55 男子先進高級組 飛飛 華興 方永勝 牛津

M60 男子松青組 京友籃球隊 方永勝 -- --

M65 男子松柏組 紅藍元老 飛飛 古稀紅藍 --

MO 男子公開組 迪奧斯 WCI DOS x 永業海事 BIG TEAM

W18 女子少青組 SHAOAY 新野 福建 南華

W21 女子青年組 Waiz Attitude 南華 公民

W22 女子成年組 福建 安邦 南華 OYSTER



2013
2013年7月3日至11月7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4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M12 男子小童組 南華 新青聯 U12 AK 八方社 通德學校

M16 男子少年組 飛飛 心籃銀狼A 南華 福建

M18 男子青年初級組 福建 美星(96) 南華 少林

M21 男子青年高級組 晉龍 飛飛 悠悠 僑聯

M22 男子壯年組 飛飛 日域 南青 公民

M39 男子先進初級組 迪洋國際 超敏 安青 活力

M48 男子先進中級組 方永勝 DOS@Gallery 超敏 福建

M55 男子先進高級組 飛飛 新青聯超頻 牛津 ---

M60 男子松青組 方永勝 京友籃球隊 自力POC ---

M65 男子松柏組  紅藍元老 華夏青年 華夏籃球隊 ---

MO 男子公開組 飛飛 WCI 禾牛薈 軒銘

W18 女子少青組 福建 任隊 C2 Girl’s 六日

W21 女子青年組 六日 尊尚發展  奮力(B) 歡騰女青

W22 女子成年組 南華 DOS 安邦 歡騰1

2012
2012年7月4日至11月2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3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M12 男子小童組 南華 菁英 新青聯 12 香港體育

M16 男子少年組 福建 永東旅行社 美星A DOS

M18 男子青年初級組 BIG TEAM 美星 新野94 超敏18A

M21 男子青年高級組 晉龍 飛飛 C2 BOY'Z 超敏21A

M22 男子壯年組 飛飛 DOS 南華 超敏(D)

M39 男子先進初級組 超敏 安青 活力 立德

M48 男子先進中級組 超敏A 超敏B 方永勝 完美HAHA

M55 男子先進高級組 華興 籃球知友社 牛津 --

M60 男子松青組 方永勝 自力POC 飛飛 --

M65 男子松柏組 元老紅藍 香港老馬隊 華夏籃球隊 --

MO 男子公開組 豪情 教聯 瑞豐 超敏B

W18 女子少青組 OYSTER 六日 少艾2 --

W21 女子青年組 六日 任隊 十小子 歡騰C

W22 女子成年組 DOS 安邦 安青 OYSTER



2011
2011年7月10日至11月3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2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小童組(M12) 南華 香港體育 救恩 CYSPS-P6

男子少年組(M16) 誠青 美星A 福建 佛孔(超青)

男子青年初級組(M18) 悠悠A 福建 南華 籃青B

男子青年高級組(M21) 南華 C2 Tech 晉龍 超敏21C

男子壯年組(M22-38) 飛飛 南華 靈峰一 友聯

男子先進初級組(M39) 安青 活力 立德 群青

男子先進中級組(M48) 超敏(A) 超敏(B) 完美HAHA 順景

男子先進高級組(M55) 京友 華興 自力 -

男子松青組(M60) 福建 紅藍元老 飛飛 -

男子公開組(MO) 橫州工業 WCI 廸洋國際DOS 籃青A

女子少青組(W18) 閩星 培青 六日 德愛

女子青年組(W21) 南青 閩星 卡歌特科 歡騰

女子成人組(W22) DAK 安青 福建 南華

2010
2010年7月7日至11月4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1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小童組 U12 南華 WTS 則仁中心學校 香港體育

男子少年組 U16 小旋風 新野 誠青 心籃銀狼A

男子青年初級組 U18 晉龍 福建 超敏18A 翱峰

男子青年高級組 U21 飛飛 南華 福建 靈峰二

男子壯年組 22-38 飛飛 福建 福林 飛鷹

男子先進初級組 39 or above 超敏 活力 立德 群青

男子先進中級組 50 or above 豪情 超敏 新青聯 香港籃球知友社

男子先進高級組 58 or above 福建 自力 友聯 -

男子公開組 Open 飛飛 橫洲工業 柴聯 東角

女子少青組 U 18 南華 閩星 靈峰青年軍 聖心A

女子青年組 U21 黃大仙區 七喜 偉邦 歡騰

女子成人組 22 or above 均安 南華 福建 安青



2009
2009年7月13日至10月29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10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小童組 U12 則仁中心學校 小超頻 真道B WTS

男子少年組 U16 小旋風 美星A 心籃銀狐 Super X 1

男子青年初級組 U18 晉龍 超敏18A 茂峰 美星

男子青年高級組 U21 美邦 靈峰 飛飛 超敏21A

男子壯年組 22-38 飛飛 南青 福建 野蠻人

男子先進初級組 39 or above 超敏 自力 活力 完美HAHA

男子先進中級組 50 or above 豪情 飛飛 新青聯會超頻 籃球知友社

男子先進高級組 57 or above 方永勝 自力 友聯D 培正紅藍

男子公開組 Open 飛飛 好友 DOS 毅青

女子少青組 U 18 七喜 協恩 閩星 六日

女子青年組 U21 卡爾馬 南青 黃大仙區康樂 七喜

女子成人組 22 or above 均安 福建 中銀 全能

2008

2008年7月14日至10月30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九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少年組 沙田長風92 煒風 鷹軍A To To

男子青年初級組 南華 福建 飛飛 沙田長風90

男子青年高級組 南華 超敏科技 福建B 美星A

男子壯年組 飛飛 南華 DOS 青年

男子先進初級組 超敏科技 海豚 完美HAHA 一川

男子先進高級組 方永勝 飛飛 知友社 自力POC

男子公開組 南華 黑影 飛飛 毅青社

女子少青組 超敏科技 TAC 靈峰90 英華A

女子青年組 黃大仙 安邦B TAC DAK

女子成人組 和富愉園 KEEN 福建 南華

2007
2007年7月16日至10月25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少年組 拔萃 美星A 福建A 沙田長風A

男子青年初級組 南華 飛飛 籃青B 沙田長風

男子青年高級組 南華 超頻電子 超敏科技B 籃青C

男子壯年組 飛飛 南華 豪情 華泰

男子先進初級組 超敏科技 海豚 POC 福建

男子先進高級組 飛飛 方永勝 豪情 福建

男子公開組 安青 飛飛 澐潤 毅青

女子少青組 黃大仙 安邦A 悠悠 香港真光中學

女子青年組 嘉智B 港大 南華A 超敏科技A

女子成人組 DY DOS 安邦 南華



2006
2006年7月25日至10月26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七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少年組 南華E 飛鷹 煒風 長風沙田

男子青年初級組 茂峰 嘉智 籃青B 福建

男子青年高級組 南華 籃火 超頻電子 譚李麗芬

男子壯年組 飛飛 南華A 愉園 DOS

男子先進初級組 超敏科技 活力 立德A

男子先進高級組 方永勝 飛飛 培正紅藍 自力

男子公開組 飛飛 籃青少 籃青 澐潤

女子少青組 黃大仙 安青 安邦 英華

女子青年組 超敏科技 均安 悠悠

女子成人組 福建 均安 安邦 七喜

2005
2005年7月18日至10月27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六屆文康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少年組 仁濟羅中 靈峰B 飛鷹 嶺南灰

男子青年初級組 誠青TAC 馬少青 新青聯會A 嘉智

男子青年高級組 超頻電子 譚李麗芬 愉園 安青

男子壯年組 晨曦 DOS 愉園 福建A

男子先進初級組 超敏科技 飛飛 日域 立德A

男子先進高級組 豪情 飛飛 福建 POC 籃友

男子公開組 取消 -- -- -- --

女子少青組 Mir Sport 七喜 黃大仙 安青

女子青年組 黃大仙 南華 安邦 嵐楓

女子成人組 Keen 七喜 任隊 可宏

2004

2004年7月26日至10月29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五屆文康盃籃球錦標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少年組 超頻電子TAC 新青聯會A 太平洋 官瑪

男子青年初級組 新青聯D 南華 太平洋 超頻電子TAC

男子青年高級組 OZONE 籃青 逆風 小福林

男子壯年組 DOS 野蠻人 旭暉 新青聯會F

男子先進初級組 飛飛 太平洋 福建 海豚

男子先進高級組 豪情 飛飛 Fitter 福建

男子公開組 黑影 沙田體育會 恆安 SPARKLER

女子少青組 安邦TAC 黃大仙 安青 庇理羅士A

女子青年組 黃大仙區 英華 少艾

女子成人組 福建 七喜 南華 公民



2003

2003年7月14日至10月31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四屆文康盃籃球錦標賽
434 隊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少年組 飛鷹TAC Focus TAC 新青聯A 官瑪B

男子青年初級組 誠青TAC 新青聯E 安邦TAC 飛鷹TAC

男子青年高級組 南華 美星 將軍澳 小福林

男子壯年組 南華 A 愉園 新青聯I 青年A

男子先進初級組 海豚 福建 美時 新青聯L

男子先進高級組 豪情快勝 方永勝 福建 Fitter

男子公開組 籃青 沙田體育會 新都城二期 喜和

女子少青組 黃大仙區 安邦TAC SC 庇理羅士A

女子青年組 少艾 Keen 安邦TAC 閩星

女子成人組 福建 公民 偉邦 南華

2002
2002年7月16日至10月31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三屆文康盃籃球錦標賽 368 隊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少年組 新青聯A Focus 赤飛龍 嶺南灰

男子青年初級組 青年 安青 自力 聖心A

男子青年高級組 青年 新青聯D 南華 浸中

男子壯年組 南華 太平洋 愉園 青年A

男子先進初級組 新青聯I 海豚 美時

男子先進高級組 福建 方永勝 POC 籃友 恒青

男子公開組 香港海關 籃青 毅青 師友

女子少青組 JU 少艾 嘉智 Focus

女子青年組 太平洋 偉邦 Focus

女子成人組 幸運星 偉邦 福建 愉園

2001

第二屆文康盃
(23-7-01至30-10-01) 319 隊參賽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少 Focus 南華 新青聯 A 聖心 B

男青初 南華 青年 沙少 靈光
男青高 新青聯 D 飛鷹 新青聯 C 自力
男壯 南華 太平洋長途電話 A青年 A 南丫島蝦醬
男先進初 方永勝 海豚 新青聯 F 公民
男先進高 豪情哈哈 福建 港星 傑志
男公開 The Bomb Squad 超頻 科 自力
女少 少艾 福建 HKU 英華 A

女青 福建 閩星 偉邦 南華 B

女成 偉邦 福建 幸運星 中健



2000

第一屆文康盃
(17-7-00至26-10-00)

 345 隊參賽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少 新青聯 A 挑戰者 匯基 嶺南乙
男青初 麗都體育會 新青聯 B 青年 籃青
男青高 新青聯 D 福建 青年甲 南華
男壯 智傳創作 智傳制作 新青聯 E 十八人
男先進初 永倫 公民 方永勝
男先進高 港星 福建 瑪中 永倫

女少 裘錦秋 福建 少艾 聖家
女青 福建 福建 B 偉邦 南華 B

女成 偉邦 幸運星 南華 中國銀行

1999

第二十六屆臨時市政局盃
(20-7-99至30-9-99)

324 隊參賽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少 梁球鋸 小籃青 裘錦秋 A 新青聯會 E

男青初 新青聯會 A 麗都體育會 元朗體育會 新青聯會 B

男青高 福建 籃青 小金龍 卓健水電
男壯 青年甲 南峰 康青 鍾詠亭
男先進初 永倫 方永勝 愉園 飛鷹
男先進高 永倫 瑪中 自力 福建
女少 福建 青年 南青 德愛
女青 偉邦 福建 青年 匯靈
女成 幸運星 中國銀行 福建 南華 B

1998

第二十五屆臨時市政局盃
(20-7-98至30-10-98)

364 隊參賽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少 小籃青 浸中 新青聯會 A 嶺南
男青初 福建 美星 新青聯會 K 卓健水電
男青高 永倫 福建 康青 喇沙
男壯 Super - X 安青 兄之臂 永倫
男先進初 安青 警察 永倫 活力
男先進高 方永勝 永倫 瑪中A 自力
女少 福建 荃灣 青年 英華 A

女青 匯靈 福建 星島 青年
女成 福建 中國銀行 星島 幸運星



1997

第二十四屆臨時市政局盃
(3-7-97至21-10-97)

280隊參賽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少 新青聯會A 皇仁舊生會 Specialist KIDS

男青初 Amber 美星 嶺南 新青聯會E

男青高 福建 永倫 消防 天藍
男壯 宏達 永倫 靈 少林
男先進初 永倫 警察 海豚 日域
男先進高 福建 瑪中A 友聯A 自力
女少 元朗體育會 福建 青年 荃灣
女青 星島 Elite 青年 福建
女成 福建 中銀信用卡 愉園 星島

1996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23屆市政局盃籃球錦標賽
1996年7月上旬至10月下旬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少 新青聯 小籃青 少林寺 聖心
男青初 籃青 青年 聖心 A 少林
男青高 Regal 永倫 南華 元朗體育會
男壯 Regal 永倫 Sport Gallery 日域
男先進初 警察 飛鷹 海豚 旺角
男先進高 哈哈 自力 瑪中 A 瑪中 B

女少青 Elite 元朗體育會 Youth 英華
女青 Sport Gallery 青年 星島 少艾二隊
女壯 力高 中銀信用卡 Sport Gallery 公民

1995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22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錦標賽
1995年6月上旬至10月下旬
272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Energy Sport Gallery 發景 永倫A

女青 力高 中銀信用卡 星島 青年
女少 星島 元朗體育會 Elite 英華B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少 籃青 南華 龍岡 李賢堯
男女少分區 冠軍(男) 冠軍(女)

東區 皇仁舊生會 星島
灣仔 南華 英華A

中區 聖心B 英華B

西區 香港仔浸信 高雷中學
觀塘 籃青 瑪利諾
深水亢空 李賢堯 元朗體育會
油麻地 貴諾 少艾
黃大仙 龍岡 Elite

旺角 聖方濟各
九龍城 Energy



1994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21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錦標賽
1994年6月上旬至11月下旬 272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青 Locker Room Sea Power Energy

男少 Energy 籃青 聖心A

女青 南洋信用卡 星島 幸運星
女少 少艾 荃灣 匯靈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女少分區 冠軍(男) 冠軍(女)

東區 秀青 躍男
灣仔 九龍聖方濟 庇理羅士A

中區 聖心A 均安
西區 鈴木 梁球鋸A

觀塘 籃青
旺角 青年A

深水亢空 Energy 荃灣
油麻地 葵青 少艾
黃大仙 文德A 匯靈
九龍城 皇者 協恩A

1993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20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錦標賽
1993年6月上旬至11月下旬 308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青 力獅 葵青 永恆
男少 力獅 麥多利 秀青
女青 青年 南安 星島
女少 星島 少艾 南安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女少分區 冠軍(男) 冠軍(女)

東區 力獅 星島
灣仔 長勝群英 庇理羅士
中區 悠悠 南華
西區 南華 英華A

觀塘 秀青 南安
旺角 發景 均安
深水亢空 安柱 屯門體育會
油麻地 梳打 少艾
黃大仙 籃球隊 奇跡精神
九龍城 麥多利 黃仲銘A



1992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9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92年6月上旬至11月下旬
2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青 發景 東方A 創爾
男少 學體會 發景 德維
女青 僑商 青年 幸運星
女少 星島 少艾 均安

男女少分區 冠軍(男) 冠軍(女)

東區 南華 星島
灣仔 發景 少雅
中區 達機 英華A

西區 俊青 聖嘉勒
觀塘 培敦 協恩A

旺角 青年 均安
深水亢空 怪獸 荃灣
油麻地 德維 少艾
黃大仙 學體會 王仲銘A

九龍城 葵青 五旬節

1991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8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91年6月上旬至11月下旬
2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青 發景A 長城電子 永倫
男少 柏寧頓 南華 可立乙
女青 青年 南商 白領
女少 五旬節 少艾 均安

男女少分區 冠軍(男) 冠軍(女)

東區 南華 英華B

灣仔 可立乙 聖方濟各
中區 發景 南青
西區 柏寧頓 七喜
觀塘 秀青 五旬節
旺角 俊青 均安
深水亢空 東濤 李琳明
油麻地 國華 少艾
黃大仙 火鷗 星島
九龍城 長天 庇理羅士B



1990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7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90年6月上旬至11月下旬
2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青 普江 發景 展時A

男少 南華A 青鋒 可立乙
女青 華僑商業 白領 幸運星
女少 星島 五旬節A 少艾

男女少分區 冠軍(男) 冠軍(女)

東區 南華A 安青
灣仔 藍星 聖方濟各
中區 發景
西區 Captain

觀塘 浪軒 五旬節A

旺角 青鋒 均安
深水亢空 建旭
油麻地 可立乙 少艾
黃大仙 南青
九龍城 智業 星島

1989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6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9年5月上旬至11月下旬
2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青 發景 普江 旭暉A

男少 南華 聖心A 聖類斯
女青 青年 均安 愉園A

女少 五旬節 安青 南青

男女少分區 冠軍(男) 冠軍(女)

東區 南華 英華B

灣仔 新青 安青
中區 安青甲 南青
西區 聖類斯
觀塘 赤智
旺角 青年 元朗信義
深水亢空 小墾丁 五旬節B

油麻地 呂明才A 少艾
黃大仙 聖心A 五旬節C

九龍城 培敦 英華A



1988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5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8年5月上旬至11月下旬
2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永倫 安青 威能 香港仔青聯
男少 學界理事會 聖心A 葵青 小墾丁
女青 青年 青年會 南華 白領B

女少 南青 五旬節 安青 艾美

男女少分區 冠軍(男) 冠軍(女)

東區 東青 青年會
灣仔 葵青 南青
中區 新青 安青
西區 聖類斯
觀塘 赤智 五旬節A

旺角 聯鋒 五旬節B

深水亢空 小墾丁 艾美
油麻地 學界理事會 五旬節C

黃大仙 聖心A 五旬節D

九龍城 單位

1987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4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7年5月上旬至11月下旬
2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思遠 威能 旭 自力
男少 安青 學界理事會 聖心 信丰
女青 青年 愉園 英姿 沙田體育會
女少 五旬節C 南青 五旬節G 五旬節E

1986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3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6年5月上旬至11月下旬
2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永倫 思遠 香港仔青聯 海豚
男少 學界理事會A 南華 自力 菁華
女青 柏姿 南華 黃大仙康體 大同
女少 五旬節C 黃大仙康體 五旬節F 安青



1985/86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2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5年5月11日至9月21日 252隊
男子166隊 女子86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旭 永倫 自強 籃星
男少 永倫 自力 立德 風雲
女青 愉園 崇德 南華 大同
女少 五旬節 植美 白領 新青聯

1984/85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1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4年6月30日至9月16日
214隊
男子162隊 女子52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旭 立德 思遠 蝴蝶
男少 蝴蝶 南華 思遠 自力
女青 青年會 南華 新青聯 均安
女少 崇德 西青會 黃大仙康體 小墾丁

1983/84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0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3年6月4日至10月七日
257隊
男子191隊 女子66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美星紅 成興勵記 回力 慈安
男少 東協 虎賁 自力 南華
女青 南華 新青聯 青年會 大同
女少 五旬節C 崇德中學 聖方濟各B 新青聯

1982/83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9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2年6月11日至11月11日
260隊
男子187隊 女子73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消防 寶石 自強 嘉莉樂
男少 美國扒屋 健康村 德祥 青年
女青 青藍團 新青聯 青年會 公民
女少 青年會 五旬節 元朗體育會 安青



1981/82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8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1年6月26日至9月27日
212隊
男子150隊 女子62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東海 卓嘉 荃灣 健康村
男少 暉渾 安青 少年警訊 石碧
女青 青年會 南華 荃灣 遠東
女少 均安 大同 五旬節 勁風

1980/81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7屆市政局盃青少年籃球賽
1980年5月11日至8月四日
212隊
男子148隊 女子64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青 東海 影子 傑志 飛鷹
男少 均安 東海 俊峰 李求恩
女青 青年會 南華 安青 影子
女少 墾丁 均安 五旬節 新青聯

1979/80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6屆市政局盃青年籃球賽
1979年7月8日至11月1日
185隊
男子125隊 女子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東海 俊峰 悠悠 健康村
女子組 藍合 青年會 安青 曉星

1978/79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5屆市政局盃青年籃球賽
1978年6月1日至9月29日
160隊
男子106隊 女子54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青年 旭暉 青年會 公民
女子組 安青 七喜 均安 群青

1977/78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4屆市政局盃青年籃球賽 128隊
1977年5月22日至9月5日 男子79隊 女子49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青年 旭暉 青聯 影子
女子組 均安 瑪利諾 安青 民青



1976/77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3屆市政局盃青年籃球賽 72隊
1976年7月11日至9月5日 男子48隊 女子24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青年 藍盒 健康村 聖巴拿巴
女子組 南華 安青 瑪利諾 民青

1975/76
市政局,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2屆市政局盃男女子青年籃球賽
1975年7月28日至8月31日
男子42隊 女子17隊 178 場 Spectators: 53,400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組 均安 福建 協力
女子組 伊青 聖巴拿巴 志誠

1974/75
「市政局盾」全港公開男女子青年籃球淘汰賽
1974年11月3日 -  11月17 日
男子39隊 女子16隊 53 場 Spectators: 15,900

組別 冠軍 亞軍
男子組 協力 群星
女子組 兒童安置所 朗園

1974/75

第一屆「市政局盃」全港公開男女子青年籃球賽
1974年7月24日 -  九月六 日
男子36隊 女子17隊 148 場 Spectators: 49,000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組 傑志 青虹 立信
女子組 悠悠 健力 曉風

1973/74
「市政盾」青少年籃球賽             1973年7月17 - 20 日

男子4隊 女子4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伊青 大同 環球 青年
女子組 悠悠 均安 康青 伊青

1970/71
十三太保青年籃球淘汰賽
1970年8月
男子13隊 23 場

組別 冠軍 亞軍
男子組 青年隊 自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