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歷屆成績

2011-2012

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三十三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16歲組 飛飛A 飛飛B 南華 飛鷹A

男子33歲組 豪情 超敏 安青 自力

男子46歲組 超敏A 超敏B DOS@Gallery 立德

男子55歲組 華興 方永勝 新青聯會超頻 京友

男子60歲組 福建 飛飛

男子公開組 橫州工業 軒銘 DOS MKBA

女子組 福建 南華 安邦 墾丁

2010-2011

2010年11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三十二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16歲組 南華  飛飛 飛鷹 A 新青聯會活火

男子33歲組 豪情 超敏 自力POC 立德

男子46歲組 超敏B DOS@Gallery 福建 超敏 A

男子55歲組 自力POC 福建 友聯 紅藍元老

男子公開組 飛飛 DOS 嘉華物流 瑞聯

女子組 福建 南華 卡歌特科 A 安青

2009-2010

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2月4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三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16歲組 南華 飛飛A 飛飛B 福建A

男子33歲組 福建DOS 超敏 立德 UNICO

男子46歲組 飛飛 福建 超敏 立德

男子55歲組 自力POC 飛飛 友聯B 維公

男子公開組 飛飛 DOS Wing 八一

女子組 福建 均安 中銀 城大

2008-2009

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1月22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三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16歲組 飛飛 南華 飛鷹 迪洋

男子33歲組 超敏科技 立德 南華 活力

男子46歲組 豪情 超敏科技 飛飛 ---

男子55歲組 方永勝 友聯 自力POC 飛飛

男子公開組 飛飛 瑞青 福建C TO FU

女子組 福建 偉邦 均安 七喜

2007-2008

2007年11月1日至2008年1月31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二十九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16歲以上組 飛飛A 南華 飛鷹 愉園

男子33歲以上組 南華 立德 福建

男子46歲以上組 飛飛 超敏科技 炎如

男子55歲以上組 方永勝 紅藍元老 友聯 維官

男子公開組 瑞青 飛飛 新青聯烈火 立德青年

女子組 愉園 南華 中銀 均安

2006-2007

2006年11月1日至2007年1月31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二十八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over 16)南華A 飛鷹A 飛飛 福建

男子中級組(over 33)安青 超敏科技 活力

男子高級組(over 46)方永勝 飛飛 Fitter 新青聯超頻

男子元老組(over 55)自力 飛飛 培正 飛馬

男子公開組(over 16)飛飛 福建A 毅青社 貓頭鷹人

女子組(over 16) 福建 南華 愉園 閩星

2005-2006

2005年11月1日至2006年1月19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

第二十七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over 16)福建 南華A 飛飛 安青

男子中級組(over 33)安青 超敏科技 活力

男子高級組(over 46)豪情 飛飛 福建 飛騰

男子元老組(over 55)自力 友聯 飛飛 培正紅藍

男子公開組(over 16)恒安 沙田體育會 自力 推動力 C

女子組(over 16) 福建 七喜 南華 均安

2004-2005

2004年11月1日至2005年1月25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二十六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over 16)福建 飛飛 南華A 愉園

男子中級組(over 33)飛飛 安青 活力

男子高級組(over 46)豪情 飛飛 福建 Fitter

男子元老組(over 55)自力 友聯 紅藍元老 培正紅藍

男子公開組(over 16)恒安 沙田體育會 好友 自力

女子組(over 16) 愉園 均安 福建 公民

2003-2004

2003年11月3日至2004年1月16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二十五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over 16)南華 DOS 愉園 南青

男子中級組(over 33)海豚 安青 活力 福建

男子高級組(over 46)豪情快勝 恒青 福建 培正紅藍

男子元老組(over 55)自力 友聯 恒青 培正紅藍

男子公開組(over 16)永倫 嘉智 推動力 展青

女子組(over 16) 公民 福建 南華 偉邦

2002-2003

2002年11月2日至2003年1月27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二十四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南華 永倫 愉園 晉龍

男子中級組 新青聯 G 新青聯F 安青 福建

男子高級組 豪情快勝 福建 恒青 安青聯

男子公開組 籃青 鬼影戰士 毅青 挑戰者

女子成人組 福建 幸運星 偉邦 太平洋

2001-2002

2001年11月3日至2002年1月30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二十三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南華A 永倫 太平洋長途電話B MYAA

男子中級組 活力 新青聯F 方永勝 安青甲

男子高級組 豪情哈哈 福建 港星 傑志

男子公開組 秀青 毅青 自力 Good Friends

女子成人組 偉邦 福建 幸運星 南華

2000-2001

2000年11月1日至2001年1月29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二十二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福建 飛鷹 永倫 青年A



男子中級組 新青聯 A 永倫 日本人俱樂部 海豚

男子高級組 福建 樂勝 培正紅藍

女子初級組 偉邦 A 福建 中國銀行 可宏

1999-2000

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2月1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二十一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福建 Super - X 新青聯 A 安青 A

男子中級組 永倫 警察 日域 日本人俱樂部

男子高級組 方永勝 自力

女子初級組 偉邦 A 福建 B 幸運星 南華 A

女子高級組 中國銀行 力高 悠悠

1998-1999

1998年11月至1999年1月28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二十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永倫 新青聯  F Super - X 悠悠

男子中級組 永倫 警察 青年 安青

男子高級組 方永勝 宏達 永倫 飛鷹

女子初級組 匯零 南華 星島 福建

女子高級組 南洋商業銀行 福建 偉邦 南華

1997-1998

1997年11月1日至1998年1月15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十九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組別 \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福建 宏達 永倫 消防

男子中級組 儲勿失 力高電子 永倫 可口可樂

男子高級組 永倫 福建 自力 哈哈

女子初級組 福建 星島 南華 青年

女子高級組 南洋商業銀行 福建 幸運星 星島

1996-1997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8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1996年10月上旬至1997年1月下旬-145隊 124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80 新美霖 威立 滿利 新青聯會A

男子中級組-36 宏達 Sport Gallery 標準錶針 飛鷹

男子高級組-8 福建 自力 友聯 知友社



女子初級組-16 青年B 青年A Elite 福建

女子高級組-5 福建 南商 幸運星 愉園

1995-1996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7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1995年10月上旬至1996年1月下旬-160隊 139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普通組-99 CPM 警察 旭 民信

男子高級組-40 發景 Energy Locker Room 永倫

女子普通組-16 白貓 安青 悠悠 康青

女子高級組-5 南商 星島 青年 沙田體育會

1994-1995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6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1994年10月上旬至1995年1月下旬-160隊 136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普通組 籃青 翡翠 福而偉 西貢

男子高級組 永倫A 發景 Energy 安青紅

女子普通組 警察 安青 少艾 Wisdom

女子高級組 青年 南商 星島 幸運星

1993-1994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5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1993年10月上旬至1994年1月下旬-1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普通組 方永勝 籃青 福而偉

男子高級組 發景 飛鷹 德發

女子普通組 警察 公民 南安

女子高級組 幸運星 星島 南商

1992-1993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4屆工商盃籃球賽

1992年10月上旬至1993年3月下旬-1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普通組 屯門體育會 奧雅士 自力

男子高級組 發景 兩利 安勁

女子普通組 少艾 荃灣 公民

女子高級組 青年 星島 幸運星



1991-1992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3屆工商盃籃球賽

1991年11月上旬至1992年2月下旬-1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普通組 日域 旭 雍榮

男子高級組 發景 長城電子 展時

女子普通組 大同 少艾 中建

女子高級組 青年 愉園白貓 星島

1990-1991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2屆工商盃籃球賽

1990年11月上旬至1991年2月下旬-160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普通組 自力 黎明 惠青

男子高級組 發景A 晉江A 展時

女子普通組 荃灣 英柏 星島

女子高級組 花訊社 愉園白貓 柏姿

1989-1990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1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9年10月至1990年2月-160隊 120 40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普通組 智雯A 影子 鴻烈

男子高級組 發景 晉江 展時B

女子普通組 星島 荃灣 聖方濟各

女子高級組 晉江 花訊社 路德會

1988-1989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10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8年8月至1989年1月-160隊 120 40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普通組 澳洲財務 福林 雍榮 京士

男子高級組 思遠 發景 展時 立德

女子普通組 荃灣 安青 南青 渣打 / 公民

女子高級組 青年 青年會 挑戰者 聖瑪加利

1987-1988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九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7年10月10日至1988年2月11日-160隊 120 40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普通組 華克 福林 漢興 靈   是

男子高級組 南華 發景 立德 思遠

女子普通組 荃灣 渣打 沙田體育會 陵游

女子高級組 青年 植美 捷和 僑商

1986-1987

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八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6年9月15日至1987年1月20日-160隊 118 42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普通組 野熊 士魂 華克 翡翠

男子高級組 思遠 展時B 南華 南國

女子普通組 熱線 渣打 墾丁 香港雲石廠

女子高級組 白貓 威立 白領 南華

1985/86

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七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5年9月9日至1985年12月18日-146隊 男子 119隊 女子 27 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普通組 劉明運輸 野熊 寶昇 南青

男子高級組 思遠 南華 熱線 香港學界

女子普通組 黃大仙康體 五旬節 安邦 渣打

女子高級組 崇德 新青聯A 東方國貨 華僑商業銀行

1984/85

市政局及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六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4年9月8日至1984年12月9日-117隊 男子 94隊 女子 23 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普通組 桌球迷 永倫 葵盛社區會堂 旭

男子高級組 思遠 永倫 植美 立德

女子高級組 南華 白領 新青聯 僑聯

女子普通組 青島啤 黃大仙康體 墾丁 自強

1983/84

市政局 ,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五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3年10月9日至1983年11月9日- 98隊 男子 72隊 女子 26 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普通組 慈安 同聯 旭 控制

男子高級組 永倫 旭暉A 消防 星島

女子普通組 七喜 墾丁 五旬節 自強

女子高級組 均安 聖瑪加利B 新青聯 快活谷

1981/82

市政局 ,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四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1年9月27日至1981年12月20日- 121隊 男子 91隊 女子 30 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順聯 德祥 美星 美青

女子組 青年會 青籃團 安青 墾丁

1980/81

市政局 ,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三屆工商盃籃球賽

1980年9月3日至1980年12月12日- 129隊 男子 94隊 女子 35 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警察 藍合 國電 聖約翰

女子組

1979/80

市政局 ,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二屆工商盃籃球賽 男子 88隊 女子 27 隊

1979年10月7日至11月29日- 115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藍合 長風 堅富 自力

女子組 藍合 南華 大同 荃灣

1978/79

市政局 , 香港籃球總會合辦

第一屆工商盃籃球賽

1978年8月19日至1978年11月26日- 114隊 男子 90隊 女子 24 隊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組 安行 華益 遠東 東青

女子組 藍合 青藍團 南華 勤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