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香港大專體育協會活木球賽 

 

程 序 表 

2017年 3月 18日 (星期六) － 初賽 24球道 

女子賽事  10:00 檢錄開始 

10:05 檢錄結束 

10:10 女子組比賽開始 

男子賽事  14:20 檢錄開始 

14:25 檢錄結束 

14:30 男子組比賽開始 

  

2017年 3月 19日 (星期日) － 決賽 24球道 

第一輪決賽  09:30 檢錄開始 

09:35 檢錄結束 

09:40 男子組初賽 25-48名球員比賽開始 

女子組初賽 22-42名球員比賽開始 

第二輪決賽  13:50 檢錄開始 

13:55 檢錄結束 

14:00 男子組初賽 1-24名球員比賽開始 

女子組初賽 1-21名球員比賽開始 

17:30 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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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香港大專體育協會活木球賽 
 

 
主禮嘉賓 

吳基培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協理副校長及學生輔導長

 
大會顧問 

梁鳳蓮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主任 

麥美珠女士 嶺南大學學生服務中心副總監 

 
上訴委員會 

屈吳麗玲女士 大專活木球賽總裁判長 

徐婉靜女士 大專活木球賽主委 (嶺大) 

周子雁女士 大專活木球賽主委 (中大) 

 
大會工作人員 

陳江文 周卓朗 莫創然 AURANG-ZEB, M. SAQIB R. 

陳均浩 左國鉅 伍碧旗 SHAH, I. HUSSAIN 

陳榮謙 馮家明 歐陽梓俊 王坤域 
池曉軒 江嘉晉 蘇俊傑 黃晉傑 
鄭浚佃 黎虹宏 孫俊偉 黃家俊 
張綽航 梁俊傑 鄧俊開 黃偉進 
張君福 梁俊毅 鄧朗然 袁生 
張鈞傑 梁鎮彥 杜鈞鑑 尹文朗 
錢頌藍 廖仲由 曾浩然  
蔡承恩 馬梓康 謝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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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規程 
一、 賽制 

(a) 各院校限報男、女子各一隊。 

(b) 每隊報名人數不得少於四人及超過八人（團體賽）。 

(c) 如該隊報名人數或完成比賽之人數少於四人，則祗計算個人成績。 

二、 規則  

除賽會特別聲明外，其他規則一律採用最新(該年度九月份)香港活木球協會

編訂之規則。 

三、 計分辦法 

(a) 個人賽：以最佳成績之球員排列名次。如桿數相同時，以所有48球道中，

桿數較少的次數佔多者為勝。 

(b) 團體賽：每隊可派八人參加初賽及最佳成績六人進入決賽，但只以每隊

桿數最少的四人累計桿數排列名次。如遇兩隊或以上隊伍桿數相同時，

比較首名球員成績，桿數較少者為勝；若仍相同時，比較次名球員成績，

如此類推；若皆相同時，比較首名球員48球道中桿數較少的次數佔多者

為勝，如此類推。 

(c) 全場總成績計算，將各院校男女子團體桿數總和，桿數較少者為勝。若

兩隊或以上隊伍桿數相同，以擁有團體賽冠軍、個人賽冠軍、團體賽亞

軍、個人賽亞軍……如此類推的優先順序辨別名次。如仍未分出次序，

則比較最佳球員成績，桿數較少者為勝；若仍相同時，比較次名球員成

績，如此類推；若皆相同時，名次並列。 

四、 比賽方法 

(a) 初賽：首天早上進行女子組24球道賽事，下午則進行男子組24球道賽事。 

每隊取最佳成績 6人進入決賽（決賽賽程請留意當晚電郵）； 

(b) 決賽：翌日早上進行女子及男子初賽排名25或以後的球員24球道決賽， 

下午則進行女子及男子初賽排名 1-24球員 24球道決賽。 

(決賽分組按初賽成績及同組最多只有兩名運動員來自同一院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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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 

各院校須於報名日期截止前，填妥運動員報名表，送交比賽主委，運動員經

填報後，不得更改（包括資料及相片），報名表須經董事局成員簽署及蓋上

院校印鑑。 

六、 獎項   

男、女子團體賽設前四名；全場總成績及男、女子個人賽則設前三名。 

七、 裁判 

由活木球總會派員擔任。 

八、 棄權 

(a) 到達法定檢錄時間，運動員未能完成檢錄手續者，判棄權論 (以主委計

時器為準)。 

(b) 比賽進行中之任何爭議，倘已明文規定者或有同等意義註明者，由裁判

判定，不得異議。比賽須繼續進行，如有運動員/隊伍放棄繼續比賽，作

棄權論。 

九、 抗議及上訴 

如有任何上訴須於比賽結果公佈後30分鐘內，以書面由董事局或執委會成員

簽署後連同保證金壹仟元正向大會提出。賽會須於接到上訴書後30分鐘內會

同上訴委員會作出判決，此判決為最終判決，如上訴得直保證金可獲發還。 

十、 天氣  

舉行比賽當日如遇惡劣天氣，主委有權決定賽事應否依期舉行。 

十一、 附則  

(a) 運動員請自備合格球具。 

(b) 比賽時，同一院校運動員須穿上同一款式上衣。 

(c) 本規章有未盡妥善之處，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提交大專執委會通過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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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須知 

一、所有參賽球員須於首天法定比賽時間前 30 分鐘，親自攜同身份

證明文件，到大會記錄台辦理驗証手續方能參賽。 

二、所有參賽球員須於法定比賽時間前 15 分鐘(以主委計時器為準)
到達比賽場地檢錄及準備出賽，違者作棄權論。 

三、當主裁判報出球員是次擊球的桿數後，該球員須於 10 秒內就位，

準備擊球，違者警告，再犯時，罰計一桿；而球員就位後，該球

員應在 10 秒鐘內完成擊球動作，違者警告，再犯時，罰計一桿。 

四、為維持比賽場地秩序，除工作人員及參賽時段球員外，其餘人士

只可於看台上的觀眾席欣賞賽事，不得進入田徑場範圍。 

五、參賽院校可獲攝影衣乙件，穿著攝影衣者只可於比賽場區外圍

之田徑跑道上拍攝比賽照片。 

六、比賽時，同一院校運動員須穿上同一款有領上衣。 

七、決賽分組按初賽成績及同組最多只有兩名運動員來自同一院校

為原則排列。 

八、每條球道上限桿數為 10 桿。 



姓名 場次 起始球道 姓名 場次 起始球道

梁康宜 H19 1 幸卓思 H01 1 

廖銘澤 H22 4 余依倩 H03 4 

余鋒華 H24 7 葉綺婷 H05 7 

張儒雅 H27 10 鄭曉琳 H08 11

廖建森 H30 13 陳凱澄 H10 13

馬嘉聰 H32 15 黃子欣 H12 15

胡樂庭 H35 19 蔡卓縈 H15 19

盧朗燊 H37 22 林夢納 H17 22

唐肇崙 H19 1 鍾翠婷 H01 1 

郭㙟豐 H21 3 陳詠恩 H03 4 

陳潤聰 H24 7 林子琼 H06 8 

曾俊言 H27 10 何冠欣 H08 11

黃健邦 H29 12 陳智慧 H10 13

謝俊傑 H32 15 鄧綽萾 H13 16

徐智健 H35 19 林倩晴 H15 19

尤偉峯 H37 22 彭寶瑩 H17 22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運動員名單（初賽）

女子組   檢錄時間：1000 - 1005 比賽開始：1010

男子組   檢錄時間：1420 - 1425 比賽開始：1430

院校
男子組 女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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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場次 起始球道 姓名 場次 起始球道
院校

男子組 女子組

羅浚 H19 1 鄭慧春 H01 1 
楊文洛 H22 4 麥卓恩 H04 5 
魏量奇 H25 8 張藝琼 H06 8 
畢嘉熹 H27 10 彭雪穎 H08 11
陳焯峰 H30 13 龍蘊婷 H11 14
談讚賢 H33 16 陳思雅 H13 16
馬逸朗 H35 19 茹穎緻 H15 19
陳天晉 H37 22 陳瑩芷 H17 22
劉于祺 H20 2 胡慧琳 H02 2 
朱志廣 H23 5 廖芷茵 H04 5 
鍾景豐 H25 8 黃珮瑜 H06 8 
徐鎮鴻 H28 11 趙寶頴 H09 12
吳若庸 H31 14 張紫慧 H11 14
黃景朗 H33 16 王美怡 H13 16
蘇嘉迪 H36 20 吳詠琳 H16 20
徐卓朗 H38 24 林曉彤 H18 24
孫子頌 H20 2 蔡慧茹 H02 2 
孫子為 H22 4 李賀琳 H04 5 
陸韋彤 H25 8 高月華 H07 10
甘力行 H28 11 李希雅 H09 12
蒙浚晞 H30 13 李頴翹 H11 14
鍾浩樺 H33 16 蔡穎心 H14 18
馮雋軒 H36 20 孫樂文 H16 20
梁學禮 H38 24 馬明蔚 H18 24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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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場次 起始球道 姓名 場次 起始球道
院校

男子組 女子組

戴金樂 H21 3 馮嘉雯 H03 4 

董曜維 H24 7 林希彤 H05 7 

鄧小威 H26 9 戴慧瑜 H07 10

梁智華 H29 12 司徒雪盈 H10 13

梁志雄 H32 15 陳婉雯 H12 15

李俊穎 H34 18 陳嘉敏 H14 18

林家俊 H37 22 蘇諾瑩 H17 22

阮志軒 H38 24 容紫晴 H18 24

陳兆進 H20 2 梁靜 H02 2 

蔡尚達 H23 5 傅敏妮 H05 7 

鍾思宇 H26 9 陳映言 H07 10

羅俊堯 H28 11 黃茵 H09 12

陳國明 H31 14 吳泳芯 H12 15

陸浩 H34 18 陳家儀 H14 18

柯俊豪 H36 20 鄭家兒 H16 20

吳梓樺 H38 24 莊凱歌 H18 24

左文熙 H21 3 

陳俊亨 H23 5 

鍾信泰 H26 9 

余永康 H29 12

鄧宇軒 H31 14

陳裕深 H34 18

職
業
訓
練
局

珠
海
學
院

嶺
南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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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錄開始：1000 檢錄結束：1005 比賽開始：1010

場次： H01 H02 H03 H04
起點： 第 1 球道 第 2 球道 第 4 球道 第 5 球道

鍾翠婷 (城大) 蔡慧茹 (教大) 陳詠恩 (城大) 麥卓恩 (理大)

幸卓思 (中大) 梁靜 (嶺大) 馮嘉雯 (珠海) 李賀琳 (教大)

鄭慧春 (理大) 胡慧琳 (浸大) 余依倩 (中大) 廖芷茵 (浸大)

場次： H05 H06 H07 H08
起點： 第 7 球道 第 8 球道 第 10 球道 第 11 球道

林希彤 (珠海) 張藝琼 (理大) 陳映言 (嶺大) 彭雪穎 (理大)

葉綺婷 (中大) 林子琼 (城大) 高月華 (教大) 鄭曉琳 (中大)

傅敏妮 (嶺大) 黃珮瑜 (浸大) 戴慧瑜 (珠海) 何冠欣 (城大)

場次： H09 H10 H11 H12
起點： 第 12 球道 第 13 球道 第 14 球道 第 15 球道

李希雅 (教大) 陳智慧 (城大) 張紫慧 (浸大) 黃子欣 (中大)

趙寶頴 (浸大) 司徒雪盈 (珠海) 李頴翹 (教大) 吳泳芯 (嶺大)

黃茵 (嶺大) 陳凱澄 (中大) 龍蘊婷 (理大) 陳婉雯 (珠海)

場次： H13 H14 H15 H16
起點： 第 16 球道 第 18 球道 第 19 球道 第 20 球道

王美怡 (浸大) 蔡穎心 (教大) 蔡卓縈 (中大) 孫樂文 (教大)

鄧綽萾 (城大) 陳家儀 (嶺大) 林倩晴 (城大) 鄭家兒 (嶺大)

陳思雅 (理大) 陳嘉敏 (珠海) 茹穎緻 (理大) 吳詠琳 (浸大)

場次： H17 H18
起點： 第 22 球道 第 24 球道

林夢納 (中大) 林曉彤 (浸大)

蘇諾瑩 (珠海) 容紫晴 (珠海)

陳瑩芷 (理大) 莊凱歌 (嶺大)

彭寶瑩 (城大) 馬明蔚 (教大)

女子運動員分組名單（初賽）

 2016-2017 大專活木球賽 8



檢錄開始：1420 檢錄結束：1425 比賽開始：1430

場次： H19 H20 H21 H22
起點： 第 1 球道 第 2 球道 第 3 球道 第 4 球道

唐肇崙 (城大) 陳兆進 (嶺大) 郭㙟豐 (城大) 孫子為 (教大)

羅浚 (理大) 劉于祺 (浸大) 左文熙 (職訓局) 廖銘澤 (中大)

梁康宜 (中大) 孫子頌 (教大) 戴金樂 (珠海) 楊文洛 (理大)

場次： H23 H24 H25 H26
起點： 第 5 球道 第 7 球道 第 8 球道 第 9 球道

蔡尚達 (嶺大) 余鋒華 (中大) 鍾景豐 (浸大) 鄧小威 (珠海)

陳俊亨 (職訓局) 陳潤聰 (城大) 魏量奇 (理大) 鍾信泰 (職訓局)

朱志廣 (浸大) 董曜維 (珠海) 陸韋彤 (教大) 鍾思宇 (嶺大)

場次： H27 H28 H29 H30
起點： 第 10 球道 第 11 球道 第 12 球道 第 13 球道

畢嘉熹 (理大) 羅俊堯 (嶺大) 梁智華 (珠海) 蒙浚晞 (教大)

張儒雅 (中大) 甘力行 (教大) 余永康 (職訓局) 廖建森 (中大)

曾俊言 (城大) 徐鎮鴻 (浸大) 黃健邦 (城大) 陳焯峰 (理大)

場次： H31 H32 H33 H34
起點： 第 14 球道 第 15 球道 第 16 球道 第 18 球道

鄧宇軒 (職訓局) 馬嘉聰 (中大) 談讚賢 (理大) 陳裕深 (職訓局)

陳國明 (嶺大) 梁志雄 (珠海) 鍾浩樺 (教大) 陸浩 (嶺大)

吳若庸 (浸大) 謝俊傑 (城大) 黃景朗 (浸大) 李俊穎 (珠海)

場次： H35 H36 H37 H38
起點： 第 19 球道 第 20 球道 第 22 球道 第 24 球道

徐智健 (城大) 柯俊豪 (嶺大) 陳天晉 (理大) 阮志軒 (珠海)

馬逸朗 (理大) 蘇嘉迪 (浸大) 林家俊 (珠海) 梁學禮 (教大)

胡樂庭 (中大) 馮雋軒 (教大) 尤偉峯 (城大) 吳梓樺 (嶺大)

盧朗燊 (中大) 徐卓朗 (浸大)

男子運動員分組名單（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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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 謝  
香港活木球協會 

香港中文大學 

嶺南大學社區學院同學 

Super X Sportswear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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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道基本資料 

區域 球道 長(米) 闊(米) 標準桿 備註 

A 區 

1  40  5  4   

2  55  3  4   

3  45  5  4   

4  60  4  5   

5  60  5  5   

6  45  5  5   

7  85  4  6   

8  45  7  4   

9  40  4  3   

10  85  6  5   

11  80  5  4   

12  70  6  4   

 總計： 710    53   

B 區 

13 60  4  4   

14 55  4  4   

15 60  4  5   

16 55  4  4   

17 60  5  4   

18 100  6  5   

19 50  5  3   

20 60  4  5   

21 110  7  5  含 30米及 5米線

22 40  4  3   

23 50  4  4   

24 100  6  5   

 總計：  80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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