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時間 場次 主隊 對 客隊 分數

5月16日 1500 1-MC 男子C3 港青基信書院 vs 男子C2寶覺中學 23:34

星期四 1540 2-WW 女子W1 協恩中學 vs 女子W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31:10

1620 3-WY 女子Y1 英華女學校 vs 女子Y3 裘錦秋中學(葵涌) 17:16

1700 4-MC 男子C1 拔萃男書院 vs 男子C3 港青基信書院 25:13

1740 5-WW 女子W2 沙田崇真中學 vs 女子W1 協恩中學 15:38

1820 6-WY 女子Y3 裘錦秋中學(葵涌) vs 女子Y2 拔萃女書院 34:18

1915

1930 7-MC 男子C2寶覺中學 vs 男子C1 拔萃男書院 11:18

2010 8-WW 女子W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vs 女子W2 沙田崇真中學 15:29

2050 9-WY 女子Y2 拔萃女書院 vs 女子Y1 英華女學校 4:28

日期 時間 場次 主隊 對 客隊 分數

5月17日 1500 10-WX 女子X3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vs 女子X2 浸信會永隆中學 7:25

星期五 1540 11-WZ 女子Z2 林大輝中學 vs 女子Z1 漢華中學 7:28

1620 12-MB 男子B3 漢華中學 vs 男子B2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39:12

1700 13-WX 女子X1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vs 女子X3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35:16

1740 14-WZ 女子Z3 寶覺中學 vs 女子Z2 林大輝中學 30:13

1820 15-MB 男子B2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vs 男子B1 喇沙書院 8:26

1900 16-WX 女子X2 浸信會永隆中學 vs 女子X1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11:15

1940 17-WZ 女子Z1 漢華中學 vs 女子Z3 寶覺中學 28:15

2020 18-MB 男子B1 喇沙書院 vs 男子B3 漢華中學 25:28

日期 時間 場次 主隊 對 客隊 分數

5月18日 1230 19-MD 男子D2 張振興伉儷書院 vs 男子D1 裘錦秋中學 (葵涌) 23:19

星期六 1310 20-MA 男子A3 林大輝中學 vs 男子A2 聖若瑟書院 22:19
21-W

四強賽

1435 22-MD 男子D1 裘錦秋中學 (葵涌) vs 男子D3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34:23

1515

1525 23 籃總名人邀請隊 vs Panasonic 邀請隊: 警察籃球大使隊 52:49

1625 24-MA 男子A1 英華書院 vs 男子A3 林大輝中學 20:18
25-W

四強賽

1750 26-MD 男子D3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vs 男子D2 張振興伉儷書院 32:28

1830 27-MA 男子A2 聖若瑟書院 vs 男子A1 英華書院 23:22

日期 時間 場次 主隊 對 客隊 分數

28-M

四強賽

29-M

四強賽

30-W

冠軍賽

31-M

冠軍賽

1835

遊戲 (10分鐘)  

57:41

頒獎禮

42:40

22:20

16:11

18:16

1725 拔萃男書院 (男子28-M 之勝隊) vs 英華書院 (男子29-M 之勝隊)

星期日 1520 拔萃男書院 (男C首名) vs 裘錦秋中學(葵涌) (男D首名)

1610 協恩中學 (女子21-W 之勝隊) vs 英華女學校 (女子25-W 之勝隊)

1705 英華女學校 (Y首名) vs 漢華中學 (女Z首名)

5月19日 1430 英華書院 (男A首名) vs 漢華中學 (男B首名)

主辦：香港籃球總會　　　　　全力贊助：Panasonic　　　　　支持媒體：東方日報  on.cc東網

Panasonic 學 界 籃 球 邀 請 賽 2019
場地：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11號 修頓場館

1350 協恩中學 (女W首名) vs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女X首名) 31:12

開球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