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活木球賽 

2020-2021 
 

程 序 表 

2021年 3月 27日(星期六) － 桿數賽 (24門) 

 

女子第一組 (5-8 球員排序) 

07:30-08:15 熱身時段 

08:15-08:45 檢錄 

08:45 比賽開始 

********************************************* 

12:45-13:00第一組與第二組交接時間 

********************************************* 

女子第二組 (1-4 球員排序) 

13:00-13:45 熱身時段 

13:45-14:15 檢錄 

14:15 比賽開始 

********************************************* 

18:45 頒獎禮 

 

 

 

 

 



場次： F01 F02 F03 F04
起點： 第1球道 第23球道 第16球道 第13球道

文家怡 中大 楊詠淋 理大 蔡綺珊 城大 周怡 港大

俞綽姸 浸大 蔡茜雅 港大 鄒美欣 教大 楊倩桐 中大

梁詠旋 城大 李鈺婷 中大 劉倩怡 理大 羅姸怡 浸大

廖錦萍 教大 沈絲晴 浸大

場次： F05 F06 F07
起點： 第10球道 第7球道 第3球道

秦家慧 城大 蔡梓琪 港大 陳映彤 城大

陳展晴 教大 謝珮瑜 中大 梁靖兒 理大

嚴樂琳 理大 周郁芳 浸大 陳嘉慧 港大

場次： F08 F09 F10 F11
起點： 第1球道 第23球道 第15球道 第13球道

周卓琳 中大 葉晧晴 理大 李沛玲 中大 蔡穎心 教大

劉胤鈺 浸大 李芷彤 港大 潘嘉恩 浸大 林穎哲 理大

李倩兒 城大 黃茵 嶺大 鄭雅雯 城大 張綺蓉 港大

何梓澄 教大 李睿莹 科大

場次： F12 F13 F14 F15
起點： 第11球道 第9球道 第7球道 第5球道

曾銀芳 嶺大 張曉敏 城大 馮彥彤 港大 蔡浠晴 浸大

羅可加 中大 陳穎怡 教大 吳晉昕 嶺大 曾施晴 城大

鄒婷怡 浸大 黃惠瑩 理大 盧嘉慧 中大 李賀琳 教大

場次： F16
起點： 第3球道

麥巧育 理大

羅婉珈 港大

曾庭鈺 嶺大

女子運動員分組名單（上午）

女子運動員分組名單（下午）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活木球賽 

2020-2021 
 

程 序 表 

2021年 3月 28日(星期日) － 桿數賽 (24門) 

 

男子第一組 (5-8 球員排序) 

07:30-08:15 熱身時段 

08:15-08:45 檢錄 

08:45 比賽開始 

********************************************* 

12:45-13:00第一組與第二組交接時間 

********************************************* 

男子第二組 (1-4 球員排序) 

13:00-13:45 熱身時段 

13:45-14:15 檢錄 

14:15 比賽開始 

********************************************* 

18:45 頒獎禮 

 

 

 

 

 

 

 



場次： M01 M02 M03 M04
起點： 第1球道 第23球道 第17球道 第14球道

楊民浩 理大 陳灝 中大 鍾孟廷 浸大 盧揚丹 中大

劉梓軒 浸大 蘇俊傑 教大 蔡少倫 港大 葉榮軒 教大

徐浩華 港大 洪文凱 嶺大 王卓健 城大 郭笑陽 嶺大

鍾朗然 城大 吳祉臻 理大

場次： M05 M06 M07 M08
起點： 第11球道 第8球道 第5球道 第3球道

彭梓鈞 理大 SANTHOSH 
RAJA B. 城大 溫朗晴 嶺大 梁騰滔 港大

黃樂珩 浸大 白俊文 中大 林學哲 理大 郭天安 中大

何健穎 港大 李鎮東 教大 冼俊諾 浸大 羅建強 嶺大

場次： M09 M10 M11 M12
起點： 第1球道 第23球道 第15球道 第13球道

陳天晉 理大 錢文瑋 中大 黃駿燁 理大 周雋晟 城大

林諾軒 浸大 吳洛維 教大 鍾思瀚 浸大 陳雋康 中大

鄭皓丰 港大 梁志恒 嶺大 魏淏龍 港大 潘智浩 教大

刁弘達 城大 黃靖鈞 科大

場次： M13 M14 M15 M16
起點： 第11球道 第9球道 第7球道 第5球道

馮浚煒 嶺大 謝卓言 港大 陳振宇 教大 伍柏熙 浸大

何偉聰 理大 江浚堯 城大 黃偉楊 嶺大 吳俊熙 港大

鍾思宇 浸大 徐伯祥 中大 黎賡憲 理大 廖志穎 城大

場次： M17
起點： 第3球道

陳健培 中大

許文韜 教大

王子康 嶺大

男子運動員分組名單（上午）

男子運動員分組名單（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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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專體育協會活木球賽 

2020-2021 
 

比賽直播連結 
 

 

27 March 2021, 8:45am, Zoom 

https://cuhk.zoom.us/j/98976912767?pwd=cFBkeUsxVVB3UXBtSlErRTdSQ2hBQT09 

27 March 2021, 2:15pm, Zoom 

https://cuhk.zoom.us/j/99396855452?pwd=V2N6WjY2UUJSdU84cVFwYndLV2NlUT09 

28 March 2021, 8:45am, Zoom 

https://cuhk.zoom.us/j/99242110138?pwd=L2JabXdjd1BqMy8xN0EyVjcvTXl1Zz09 

28 March 2021, 2:15pm, Zoom 

https://cuhk.zoom.us/j/95567920166?pwd=bXptd1JPdU1QWnpDU0haWllRb21wZz09 

 

 

https://cuhk.zoom.us/j/98976912767?pwd=cFBkeUsxVVB3UXBtSlErRTdSQ2hBQ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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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hk.zoom.us/j/99242110138?pwd=L2JabXdjd1BqMy8xN0EyVjcvTXl1Zz09
https://cuhk.zoom.us/j/95567920166?pwd=bXptd1JPdU1QWnpDU0haWllRb21wZ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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