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區班編號
編號 名稱 上課地點 教練

E001 北角 興趣班 星期日 16:00-17:00 鰂魚涌體育館 胡浩軒, 黃均碧

E002 北角 精英班 星期日 18:00-19:00 鰂魚涌體育館 胡浩軒, 黃均碧

E003 北角 精英班 (加時練習) 星期日 17:00-18:00 鰂魚涌體育館 胡浩軒, 黃均碧

E004 港島 精英班 星期日 15:00-16:00 李福慶中學 張棨傑

E005 柴灣 興趣班 星期日 16:00-17:00 李福慶中學 張棨傑

KC001 九龍城 興趣班A 星期五 19:00-20:00 九龍城體育館 馮文俊

KC002 九龍城 興趣班B 星期五 20:00-21:00 九龍城體育館 馮文俊

KT102 觀塘區 精英班B 星期日 10:00-11:3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03 觀塘區 精英班C 星期六 10:30-12:0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05 觀塘區 興趣班E 星期二 18:30-19:3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06 觀塘區 興趣班F 星期三 18:00-19:00 觀塘總校 郭希洋

KT107 觀塘區 興趣班G 星期三 19:00-20:00 觀塘總校 郭希洋

KT108 觀塘區 興趣班H 星期五 18:00-19:00 觀塘總校 郭希洋

KT109 觀塘區 興趣班I 星期五 19:00-20:00 觀塘總校 郭希洋

KT110 觀塘區 興趣班J 星期六 09:00-10:3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11 觀塘區 興趣班K 星期六 12:00-13:3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12 觀塘區 興趣班L 星期日 12:30-13:3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13 觀塘區 興趣班M 星期日 11:30-12:3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14 觀塘區 興趣班N 星期六 15:00-16:0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15 觀塘區 興趣班O 星期六 16:00-17:0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16 觀塘區 興趣班P 星期六 17:00-18:0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117 觀塘區 精英班D 星期六 13:30-15:00 觀塘總校 魏錦洪

KT202 九龍塘 精英班 星期六 13:00-14:30 香島中學九龍塘 何柱霆, 陳海淇, 羅家俊

KT201 九龍塘 青苗軍 星期六 14:30-17:00 香島中學九龍塘 何柱霆, 陳海淇, 羅家俊

KT208 九龍塘 興趣班 星期六 13:00-14:30 香島中學九龍塘 何柱霆, 陳海淇, 羅家俊

KWT001 葵興 精英班 星期六 13:00-14:00 大窩口體育館 張棨傑

KWT002 葵興 興趣班 星期六 14:00-15:00 大窩口體育館 張棨傑

P001 旺角 表演班 星期六 15:00-16:30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周永樂, 鄧樂天, 曹樂謙

SST01 代表隊 Super Skipping Team 一、三、五 戴鑠顥

SST04 代表隊 SST-Master 星期六 戴鑠顥

SST05 代表隊 SST-Demo 二、日 戴鑠顥

SST06 代表隊 Super Junior 五、日 張展陶

ST001 沙田 興趣班A 星期日 12:00-13:00 賽馬會公眾壁球場 胡霆鋒

ST002 沙田 興趣班B 星期日 13:00-14:00 賽馬會公眾壁球場 胡霆鋒

TM001 天水圍 興趣班 星期六 15:00-16:30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戴鑠顥, 張釗緯

TM003 天水圍 青苗軍 星期六 16:30-18:00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戴鑠顥, 張釗緯

TP002 大埔 興趣班 A 星期五 18:00-19:00 富善體育館 張棨傑

TP003 大埔 精英班 星期五 18:00-20:00 孫方中小學 黃均碧

TP005 大埔 興趣班 B 星期五 19:00-20:00 富善體育館 張棨傑

WC001 港灣道 興趣班A 星期六 16:00-17:00 港灣道體育館 郭希洋

WC002 港灣道 興趣班B 星期六 17:00-18:00 港灣道體育館 郭希洋

WC003 駱克道 興趣班A 星期日 12:00-13:00 駱克道體育館 張棨傑

WC004 駱克道 興趣班B 星期日 13:00-14:00 駱克道體育館 張棨傑

YTM001 油尖旺 興趣班A 星期五 18:00-19:00 界限街體育館 魏錦洪

YTM002 九龍公園 興趣班A 星期六 16:00-17:00 九龍公園 張棨傑

YTM003 九龍公園 興趣班B 星期六 17:00-18:00 九龍公園 張棨傑

YTM004 旺角 興趣班A 星期六 15:00-16:00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周永樂,

YTM005 旺角 興趣班B 星期六 16:00-17:00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周永樂

SK001 將軍澳 興趣班A 星期六 16:00-17:00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胡霆鋒

SK002 將軍澳 興趣班B 星期六 17:00-18:00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胡霆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