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2017)

總場次 比賽日期 地點 開賽時間 組別 分組 主隊 客隊 成績

(1) 31-12-2016 荔枝角 09:00 男子 A 中西/灣仔/東區/南區 屯門 0(棄):12

(2) (六) 公園 10:00 男子 B 深水埗 離島 12:11

(3) (第一期) 11:00 男子 B 北區 葵青 8:23

(4) 手球場 12:00 女子 C 元朗 中西 4:15

(5) 13:00 女子 D 葵青 沙田 7:6

(6) 14:00 女子 D 深水埗 黃大仙/油尖旺/西貢 4:13

(7) 12-2-2017 荔枝角 09:00 男子 B 葵青 深水埗 11:33

(8) (日) 公園 10:00 男子 B 離島 北區 24:16

(9) (第一期) 11:00 女子 C 屯門 元朗 9:9

(10) 手球場 12:00 男子 A 屯門 觀塘 12:18

(11) 13:00 男子 A 荃灣 中西/灣仔/東區/南區 12:0(棄)

(12) 14:00 女子 D 黃大仙/油尖旺/西貢 葵青 13:8

(13) 15:00 女子 D 沙田 深水埗 15:5

(14) 16:00 男子 A 觀塘 荃灣 17:13

(15) 19-2-2017 荔枝角 09:00 男子 B 葵青 離島 10:21

(16) (日) 公園 10:00 男子 B 北區 深水埗 7:15

(17) (第一期) 11:00 女子 C 中西 屯門 11:15

(18) 手球場 12:00 女子 D 黃大仙/油尖旺/西貢 沙田 10:10

(19) 13:00 女子 D 深水埗 葵青 5:13

(20) 14:00 男子 A 屯門 荃灣 15:18

(21) 15:00 男子 A 中西/灣仔/東區/南區 觀塘 0(棄):12

(27) 26-2-2017 荔枝角公園 14:00 男子 中西/灣仔/東區/南區 葵青 0(棄):12

(日) (第一期)手球場

>(23) 5-3-2017 荔枝角 09:00 男子 準決賽 荃灣 深水埗 19:16

>(28) (日) 公園 10:00 女子 第5-7名 元朗 深水埗 5:8

>(24) (第一期) 11:00 女子 準決賽 屯門 葵青 11:17

>(25) 手球場 12:00 女子 準決賽 中西 黃大仙/油尖旺/西貢 6:19

>(29) 13:00 女子 第5-7名 沙田 元朗 13:8

>(26) 14:00 男子 屯門 北區 25:18

>(22) 15:00 男子 準決賽 觀塘 離島 21:19

>(32) 16:00 女子 第5-7名 深水埗 沙田 5:21

>(31) 17:00 男子 第5-6名 屯門 葵青 16:22

>(30) 18:00 男子 第7-8名 北區 中西/灣仔/東區/南區 12:0(棄)

(33) 26-3-2017 九龍公園 09:00 女子組 季軍賽 屯門 中西

(34) (日) 體育館 10:00 男子組 季軍賽 離島 深水埗

(35) 11:00 女子組 冠軍賽 葵青 黃大仙/油尖旺/西貢

(36) 12:00 男子組 冠軍賽 觀塘 荃灣

註：部份進行名次賽的球隊需同日進行兩場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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