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隊伍 學校 隊伍

1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彩馬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白馬

2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歷歷在目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高二服文 

3 氹仔坊眾學校 氹坊A隊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高二職技 

4 氹仔坊眾學校 氹坊B隊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化地瑪恆隊

5 東南學校 東南求真隊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化地瑪敬隊

6 東南學校 東南貴和隊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化地瑪靜隊 

7 海星中學 海星A組 氹仔坊眾學校 佚名

8 海星中學 海星B組 氹仔坊眾學校 花園叮叮車

9 高美士中葡中學 高美士第一隊 氹仔坊眾學校 滿漢全席

10 高美士中葡中學 高美士第二隊 東南學校 東南向善隊

11 高美士中葡中學 高美士第三隊 海星中學 光中耀祖

12 培華中學 培華中學D隊 海星中學 海星名媛會所

13 培華中學 培華中學E隊 海星中學 蜜糖熊

14 培道中學 培道初中A隊 高美士中葡中學 高美士第一隊 

15 培道中學 培道初中B隊 高美士中葡中學 高美士第二隊 

16 培道中學 培道初中C隊 高美士中葡中學 高美士第三隊 

17 教業中學 教業中學A隊 培華中學 培華中學A隊

18 教業中學 教業中學B隊 培華中學 培華中學B隊

19 勞校中學 勞校ABC隊 培華中學 培華中學C隊

20 勞校中學 勞校B隊 培道中學 培道A隊

21 勞校中學 暴走族隊 培道中學 培道B隊

22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A 培道中學 培道C隊

23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B 教業中學 教業中學1隊

24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C 教業中學 教業中學2隊

25 慈幼中學 慈幼A組 教業中學 教業中學3隊

26 慈幼中學 慈幼B組 陳瑞祺永援中學 各國莫得尼羅河

27 慈幼中學 慈幼C組 勞校中學 勞校A隊

28 新華學校(中學部) 新華C隊 勞校中學 勞校隊

29 粵華中文中學 蜜蜂精英 勞校中學 警世鐘

30 粵華中文中學 蜜蜂麵包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一隊

31 粵華中文中學 歷史面面觀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二隊

32 粵華英文中學 蜜蜂小分隊 菜農子弟學校 菜農三隊

33 粵華英文中學 歷史小蜜蜂 慈幼中學 慈幼D組

34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聖五初中一隊 慈幼中學 慈幼E組

35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才子佳人 新華學校(中學部) 新華A隊

36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讀書快樂隊 新華學校(中學部) 新華B隊

37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奇蹟小隊 粵華中文中學 勇猛的黃蜂 

38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穿越時空探險隊 粵華中文中學 進擊的黃蜂 

39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羅撒四史書 粵華中文中學 暴走的黃蜂 

40 聖羅撒英文中學 聖羅撒英A隊 粵華英文中學 松山大蜜蜂 

41 聖羅撒英文中學 聖羅撒英B隊 粵華英文中學 蜂言蜂語 

42 聖羅撒英文中學 聖羅撒英C隊 粵華英文中學 蜜蜂兵團 

43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澳附D隊 聖保祿學校 事過景遷 

44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澳附E隊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聖五高中一隊

45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澳附F隊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聖五高中二隊

46 澳門坊眾學校 澳坊D隊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聖五高中三隊

47 澳門坊眾學校 澳坊E隊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英文部) 聖五必勝組 

48 澳門坊眾學校 澳坊F隊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英文部) 薯仔小分隊 

49 澳門浸信中學 好奇魚魚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英文部) 薯蓉馬介休 

50 澳門浸信中學 猴塞雷隊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甲乙丙丁

51 澳門浸信中學 躺著就能贏隊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命運共同體

52 澳門培正中學 至善至正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業餘腦玩家

53 澳門培正中學 勇者無懼 聖羅撒英文中學 聖羅撒英A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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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澳門培正中學 哈哈哈哈哈 聖羅撒英文中學 聖羅撒英B隊 

55 澳門廣大中學 廣大中學初中隊 聖羅撒英文中學 聖羅撒英C隊 

56 濠江中學 若雲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澳附A隊

57 濠江中學 黑耀之星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澳附B隊

58 濠江中學 蕪湖隊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澳附C隊

59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辛亥組 澳門坊眾學校 澳坊A隊

60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晗溯組 澳門坊眾學校 澳坊B隊

61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逐風組 澳門坊眾學校 澳坊C隊

62 鏡平學校(中學部) 忘雷雨珠朕憶 澳門浸信中學 一步到位 

63 鏡平學校(中學部) 曾母暗沙的光 澳門浸信中學 夕陽紅自由行 

64 鏡平學校(中學部) 適度學習益腦 澳門浸信中學 歷史很養生

65 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天使

66 澳門培正中學 培正A隊

67 澳門培正中學 歷史先瘋隊

68 澳門廣大中學 廣大中學高中A隊

69 澳門廣大中學 澳門突擊隊 

70 澳門廣大中學 鐵道游擊隊

71 嶺南中學 嶺南中學 

72 濠江中學 超能陸戰隊

73 濠江中學 銀河護衛隊

74 濠江中學 戰狼

75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以史為鑒組

76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星燚組

77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朝經暮史組

78 鏡平學校(中學部) 有志之士

79 鏡平學校(中學部) 咕咕咕

80 鏡平學校(中學部) 柳浪聞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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