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男子足球賽 2022 – 2023 
A 組隊伍 (球衣顏色) B 組隊伍 (球衣顏色) 

1.  城大 (藍 / 紅 ) 4. 嶺大 (紅 / 白) 1. 港大 (藍 / 綠) 4. 教大 (綠 / 橙) 

2.  中大 (黃 / 白)  5. 職訓局 (淺灰 / 湖水藍) 2. 浸大 (藍 / 白) 5. 都大 (白) 

3.  理大 (紅 / 白 ) 6. 恒大 (白 /黑) 3. 科大 (白 / 粉紅) 6. 樹仁 ( 酒紅 / 白) 

 

日期 時間 賽事 組別 場地 時間 賽事 組別 場地 時間 賽事 組別 場地 

初賽 
29/10/2022 

(六) 
港大場沒有賽事 

14:00 中大 vs 職訓局 A 中大 14:00 城大 vs 嶺大 A 聯校 

中大場沒有賽事 

聯校場沒有賽事 

5/11/2022 

(六) 

14:00 理大 vs 恒大 A 港大 14:00 城大 vs 職訓局 A 聯校 

16:00 港大 vs 樹仁 B 港大 16:00 浸大 vs 都大 B 聯校 

12/11/2022 

(六) 

14:00 港大 vs 都大 B 港大 14:00 浸大 vs 樹仁 B 中大 

聯校場沒有賽事 
16:00 後備賽程 待定 港大 16:00 中大 vs 恒大 A 中大 

19/11/2022 

(六) 

14:00 港大 vs 科大 B 港大 
聯校場沒有賽事 

16:00 職訓局 vs 恒大  A 港大 

26/11/2022 

(六) 

14:00 港大 vs 教大 B 港大 14:00 後備賽程 待定 中大 14:00 浸大 vs 科大 B 聯校 

16:00 後備賽程 待定 港大 16:00 後備賽程 待定 中大 16:00 城大 vs 恒大 A 聯校 

7/01/2023 

(六) 

港大場沒有賽事 

14:00 科大 vs 樹仁  B 中大 14:00 理大 vs 職訓局 A 聯校 

16:00 中大 vs 嶺大 A 中大 16:00 教大 vs 都大 B 聯校 

14/01/2023 

(六) 

中大場沒有賽事 

14:00 教大 vs 樹仁 B 聯校 

16:00 理大 vs 嶺大 A 聯校/嶺大 

21/01/2023 

(六) 

14:00 中大 vs 理大 A 聯校 

16:00 科大 vs 都大 B 聯校 

28/01/2023 

(六) 

14:00 浸大 vs 教大 B 聯校 

16:00 城大 vs 理大 A 聯校 

4/02/2023 

(六)   

14:00 港大 vs 浸大 B 中大 14:00 城大 vs 中大 A 聯校 

16:00 嶺大 vs 職訓局 A 中大 16:00 科大 vs 教大 B 聯校 

11/02/2023 

(六) 
中大場沒有賽事 

14:00 都大 vs 樹仁 B 聯校 

16:00 嶺大 vs 恒大  A 聯校 



 

 

名次賽及準決賽 

18/02/2023 

(六) 
港大場沒有賽事 

中大場沒有賽事 

14:00 A3 vs B4 聯校 

16:00 B3 vs A4 聯校 

25/02/2023 

(六) 

14:00 七、八名次賽 港大 14:00 B1 vs A2  聯校 

16:00 五、六名次賽 港大 16:00 A1 vs B2 聯校 

決賽 

4/03/2022 

(六) 

港大場沒有賽事 中大場沒有賽事 

14:00 後備賽程 聯校 

16:00 季軍決賽 聯校 

18/03/2023 

(六)  
16:00 冠軍決賽 旺角 

25/03/2023 

(六) 

14:00 後備賽程 聯校 

16:00 後備賽程 聯校 

  

 球員出場表 (請在開場之前十分鐘 必須交回主委，否則可當棄權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