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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組別 場次 主隊 客隊 場地

5月8日 1910 女甲 1 七喜 安青 北河街 64 : 58

星期三 2050 女甲 2 偉邦 南華 63 : 46

5月15日 1910 女甲 3 均安 安邦 北河街 69 ： 46

星期三 2050 女甲 4 福建 警察 83 ： 38

5月21日 1910 女甲 5 警察 均安 荃灣 (G/F) 53 : 69

星期二 2050 女甲 6 安青 偉邦 52 : 42

5月22日 1910 女甲 7 南華 七喜 北河街 53 ： 55

星期三 2050 女甲 8 安邦 福建 53 ： 68

5月28日 1910 女甲 9 均安 安青 石硤尾公園 55 : 62

星期二 2050 女甲 10 偉邦 警察 97 : 38

5月29日 1910 女甲 11 七喜 安邦 北河街 69 ： 56

星期三 2050 女甲 12 福建 南華 75 ： 65

6月3日 1905-2105 士美非路

星期一 2115 女甲 13 警察 七喜 43 : 64

6月4日 1910 女甲 13 警察 七喜 石硤尾公園

星期二 1915

2050 女甲 14 安青 福建 42 : 69

6月5日 1910 女甲 15 南華 均安 北河街 44 ： 53

星期三 2050 女甲 16 安邦 偉邦 66 ： 53

6月11日 1910 女甲 17 南華 安邦 石硤尾公園 71 : 53

星期二 2050 女甲 18 均安 偉邦 荃灣 (G/F) 48 : 59

6月12日 1910 女甲 19 安青 警察 北河街

星期三 2050 女甲 20 福建 七喜 77 ： 54

6月18日 1910 女甲 21 偉邦 福建 荃灣 (G/F) 61 : 74

星期二 2050 女甲 22 七喜 均安 63 : 44

6月19日 1910 女甲 23 安邦 安青 北河街 52 ： 65

星期三 2050 女甲 24 警察 南華 53 ： 68

6月24日 1910 女甲 25 安青 南華 石塘咀 80 : 59

星期一 2050 女甲 26 福建 均安 59 : 61

6月25日 1910 女甲 27 安邦 警察 荃灣 (G/F) 58 : 36

星期二 2050 女甲 28 偉邦 七喜 75 : 50

6月26日 1905-2100 保安道

星期三 2115 女甲 19 安青 警察 53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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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2019)

6月27日 1900 女甲 決-29 福建 (初賽首名) 偉邦 (初賽第四名) 修頓室內 52 : 65

星期四 2040 男甲一 附加-37

7月2日 1900 女甲 決-30 七喜 (初賽次名) 安青 (初賽第三名) 修頓室內 73 : 63

星期二 2040 男甲一 附加-38

7月5日 1900 女甲 決-31 偉邦 (初賽第四名) 七喜 (初賽第二名) 修頓室內 51 : 58

星期五 2040 男甲一 複41-1

7月9日 1900 女甲 決-32 安青 (初賽第三名) 福建 (初賽首名) 修頓室內 49 : 53

星期二 2040 男甲一 名次42-2

7月11日 1900 女甲 決-33 安青 (初賽第三名) 偉邦 (初賽第四名) 修頓室內 59 : 71

星期四 2040 男甲一 名次45

7月18日 1900 女甲 決-34 福建 (初賽首名) 七喜 (初賽次名) 修頓室內 62 : 65

星期四 2040 男甲一 名次46-3

北河街 深水埗基隆街333號                 

石硤尾公園 深水埗石硤尾南昌街290號

荃灣 新界荃灣永順街53號

石塘咀 香港皇后大道西470號，石塘咀市政大廈5樓          

修頓室內 灣仔莊士敦道111號

香港籃球總會

**棄權一次，即會取消比賽資格，敬請留意** 總幹事 朱春生

比數上打"*"是因球隊曾棄權或被取消資格，實際比數為20:0 或 0:20。 比賽小組  黃嘉樂

如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504-8181與本會聯絡。

男甲一賽事

(男甲一)

所有賽程已編排

男甲一賽事 (男甲一)

男甲一賽事 (男甲一)

男甲一賽事

2019年7月24日

男甲一賽事 (男甲一)

男甲一賽事 (男甲一)

(男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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