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參賽條件 冠軍 亞軍 季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精英組 4段或以上 陳乃申 陳志軒 李卓良 羅焯東 甄浩智 余英毅 吳璟滺 張正翹
3段組 3段 何桂璋 梁文迪 譚達恒 朱禮謙 鄭中興 許君恒 唐本翹 李汶罡
2段組 2段 張迪偉 李雋彥 袁樂欣 張碩晉 胡百宙 吳偉富 蔡宇桐 蔡祉朗
1段組 1段 王健楠 黃善祺 胡景恒 李家諾 梁駿熹 梁沛生 莊卓熙 王宗熹

1-4級組 1 至 4級 陳子汛 郝殊非 張彥朗 翁梓峯 陳小源 陳景安 黃梓軒 紀榮道
5-9級組 5 至 9級 葉柏賢 黃柏霖 溫世華 蔡國笙 林子源 孫彥澧 陳閣琛 吳耀漢

10-15級組 10 至 15級 李思以 陳東榮 謝智樂 區晉熙 廖浚賢 張澤睿 黃伯恩 樂愛彤
16-21級組 16 至 21級 施卓銚 陳俊名 郭曉浩 利永行 謝至正 盧振傑 劉天洛 唐君堯

入門組 22級或以下 黃子炎 郭曉軍 許信諾 梁晉彥 黃成傑 陳思睿 樂映瑤 陳濠軒

組別 參賽條件 冠軍 亞軍 季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精英組 4段或以上 陳乃申 張正翹 羅焯東 陳志軒 關景文 吳梓森 吳璟滺 胡浩暘
3段組 3段 鄭譽生 陳棨熙 鄧皓晉 梁文迪 袁冠良 李榮博 梁旻軒 林靖朗
2段組 2段 朱禮謙 梁明德 鍾淇竣 楊蒨祺 鄭中興 吳若愈 陳兆杰 蔡皓泓
1段組 1段 黃啟麟 林梓俊 羅日軒 林在川 紀詠琪 黃善褀 廖安齊 趙竣彦

1-4級組 1 至 4級 曾震山 曾　宇 溫嵕賢 施杰成 王宗熹 真船倖輔 陳景安 陳小源
5-9級組 5 至 9級 許俊暐 蔡祉朗 仇嘉偉 黃頌晞 許偉洛 朱立恒 吳宇碩 陳閣琛

10-15級組 10 至 15級 孫彥澧 佘尚霖 黃碧琪 袁一冲 林啟睿 陳望恒 司徒翊文 廖晉熙
16-21級組 16 至 21級 伍倬麟 何梓揚 李思以 黃俊晞 黃俊軒 黃志恆 黃宏熙 楊仲軒

入門組 22級或以下 盧振傑 李名琛 鄭　朗 梁思穎 吳禧銘 麻致誠 陳熙濤 蕭　毅

組別 參賽條件 冠軍 亞軍 季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精英組(A1) 5段或以上 李卓良 陳乃申 張正翹 陳志軒 趙家銳 羅焯東 李鈞陶 胡浩暘
四段組(A2) 4段 張逸軒 楊權勇 鍾錦軒 謝沛衡 廖鈺璘 岑敦禮 黃　紅 譚珈俊 & 何誠謙

三段組(A3) 3段 蕭偉杰 邵宇衡 吳鈞濤 宋力行 楊子龍 鄭譽生 容健恆 梁銘瀚
二段組(A4) 2段 顔綽希 李榮博 林滌信 黃啟麟 郭俊文 Luk Hei 林靖騰 胡百宙
一段組(A5) 1段 鍾淇竣 袁樂欣 黃綽晞 黃沛德 林浩陽 曾偲雅 李苑婷 張碩晉
高級組(B) 5 至 1級 鄭中興 林皓晴 林梓俊 張皓銘 張兆權 區焯賢 蔡宇桐 楊蒨祺
中級組(C) 11 至 6級 梁駿熹 程浩明 林佑逹 陳弘望 李長鯤 温稀嵐 羅信彬 王宗熹
初級組(D) 19 至 12級 孫越之 阮明銳 孫彥澧 李蔚霖 何睿哲 陳閣琛 潘彥銘 鍾灏新
入門組(E) 20級或以下 林學楠 黃思敏 廖浚賢 仇嘉偉 關顯揚 方欣瑜 何梓揚 吳俊穎

香港圍棋大賽2015 - 2015年8月15 & 16日

香港圍棋大賽2014 - 2014年8月23日

香港圍棋大賽2013 - 2013年8月10 &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