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男子足球賽 2021 – 2022 (23/05/2022 更新) 

A 組隊伍 (球衣顏色) B 組隊伍 (球衣顏色) 

1.  港大 (藍 / 黑) 4. 樹仁 (綠 / 白) 1. 浸大 (藍 / 白) 4. 中大 (黃 / 黑) 

2.  教大 (綠 / 橙) 5. 嶺大 (紅 / 藍) 2. 理大 (紅 / 白) 5. 都大 (粉藍) 

3.  城大 (藍 / 白) 6. 職訓局 (白 / 藍) 3. 科大 (白 / 粉紅) 6. 恒大 (白 / 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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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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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2021 
(六) 

14:00 科大 vs 都大 B 港大 
中大場沒有賽事 

聯校場沒有賽事 

16:00 教大 vs 職訓局 A 港大 16:00 理大 vs 恒大 B 聯校 

6/11/2021 
(六) 

14:00 浸大 vs 恒大 B 港大 14:00 科大 vs 中大 B 中大 

聯校場沒有賽事 
16:00 港大 vs 職訓局 A  港大 16:00 教大 vs 樹仁 A 中大 

13/11/2021 
(六) 

14:00 港大 vs 樹仁 A 港大 

中大場沒有賽事 
16:00 理大 vs 中大 B 港大 

20/11/2021 
(六) 

港大場沒有賽事 14:00 城大 vs 樹仁 A 聯校 

27/11/2021 
(六) 

14:00 教大 vs 嶺大 A 港大 14:00 港大 vs 城大 A 中大 14:00 理大 vs 科大 B 聯校 

16:00 樹仁 vs 職訓局 A 港大 

中大及嶺大場沒有賽事 

16:00 浸大 vs 都大 B 聯校 

8/01/2022 
(六) 延期 

港大場沒有賽事 

14:00 港大 vs 嶺大 A 聯校 

16:00 都大 vs 恒大 B 聯校 

15/01/2022 
(六) 延期 

14:00 中大 vs 恒大 B 聯校 

16:00 教大 vs 城大 A 聯校 

22/01/2022 
(六) 延期 

14:00 城大 vs 嶺大 A 聯校 

16:00 浸大 vs 科大 B 聯校 

29/01/2022 
(六) 延期 

14:00 港大 vs 教大 A 中大 14:00 浸大 vs 理大 B 聯校 

16:00 中大 vs 都大 B 中大 16:00 城大 vs 職訓局 A 聯校 

5/02/2022 
(六) 延期 

14:00 嶺大 vs 職訓局 A 嶺大 聯校場沒有賽事 

12/02/2022 
(六) 延期 

14:00 科大 vs 恒大 B 嶺大 14:00 浸大 vs 中大 B 聯校 

16:00 樹仁 vs 嶺大 A 嶺大 16:00 理大 vs 都大 B 聯校 



 賽事復辦, 賽程如下: 

4/06/2022 

(六) 

港大場沒有賽事 

12:00 浸大 vs 科大 B 中大 

大專陸運會 

14:00 理大 vs 都大 B 中大 

16:00 城大 vs 嶺大 A 中大 

18:00 中大 vs 恒大 B 中大 

5/06/2022 

(日) 
中大場沒有賽事 

11/06/2022 

(六) 

12:00 都大 vs 恒大  B 中大 

大專陸運會（後備日） 

14:00 港大 vs 嶺大 A 中大 

16:00 教大 vs 城大 A 中大 

18:00 浸大 vs 中大 B 中大 

12/06/2022 

(日)  

 

中大場沒有賽事 

15/06/2022 

(三) 
17:00 嶺大 vs 職訓局  A 嶺大 聯校場沒有賽事 

18/06/2022 

(六) 

中大及嶺大場沒有賽事 

10:00 樹仁 vs 嶺大  A 聯校 

13:00 港大 vs 教大 A 聯校 

15:00 城大 vs 職訓局 A 聯校 

17:00 浸大 vs 理大 B 聯校 

19/06/2022 

(日) 

後備賽程 

10:00 (樹仁 vs 嶺大)  A 聯校 

13:00 中大 vs 都大 B 聯校 

15:00 科大 vs 恒大 B 聯校 

17:00 (浸大 vs 中大) B 聯校 

25/06/2022 

(六) 

14:00 A3 vs B4  中大 14:00 A1 vs B2  聯校 

16:00 B3 vs A4  中大 16:00 B1 vs A2  聯校 

25/06/2022 12:00 (中大 vs 都大) B 中大 10:00 (浸大 vs 科大) B 聯校 



 (六)  
後備賽程 

14:00 (教大 vs 城大) A 中大 13:00 (港大 vs 嶺大) A 聯校 

16:00 vs A/B 中大 15:00 vs  A/B 聯校 

18:00  (中大 vs 恒大) B 中大 17:00 (理大 vs 都大) B 聯校 

26/06/2022 

(日)  

後備賽程 

14:00 (都大 vs 恒大) B 教大 10:00 (城大 vs 嶺大) A 聯校 

16:00  (浸大 vs 理大) B 教大 13:00 (港大 vs 教大) A 聯校 

中大及教大場沒有賽事 
15:00 (城大 vs 職訓局) A 聯校 

17:00 (科大 vs 恒大) B 聯校 

2/07/2022 

(六) 

14:00 7th – 8th   中大 14:00 3rd – 4th     聯校 

16:00 5th – 6th   中大 16:00 1st – 2nd   聯校 

2/07/2022 

(六) 後備賽程 

14:00 A3 vs B4  中大 14:00 A1 vs B2  聯校 

16:00 B3 vs A4  中大 16:00 B1 vs A2  聯校 

3/07/2022 

(日)  

後備賽程 

中大場沒有賽事 

10:00 1st – 2nd   聯校 

13:00 3rd – 4th     聯校 

15:00 5th – 6th   聯校 

17:00 7th – 8th  聯校 

9/07/2022 

(六) 後備賽程 

14:00 vs   教大 

聯校場沒有賽事 
16:00 vs   教大 

10/07/2022 

(日) 後備賽程 

14:00 vs   教大 

16:00 vs   教大 

 
15 場初賽，2 場遺材賽，2 場準決賽，2 場名次賽及 2 場決賽 

共 23 場賽事 

 
備註： 

1. 賽程編排將分三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4/06、11/06、18/06 及 19/06，共 15 場初賽。如所有初賽不受天氣或其他因素影響，並順利於 19/06 日完成，賽程將進入 25/06 日

的準決賽周；如上述部份或全部初賽未能如期完成，有關賽事將安排在 19/06、25/06 及 26/06 日舉行補賽。如補賽仍不能在 26/06 日或之前

完成，初賽將會最後延期至 15/07。此階段目標為完成所有初賽。 
 
第二階段: 25/06、26/06、2/07 及 3/07；如第一階段賽事如期於 19/06 完成，準決賽將在 25/06 舉行，26/06 為準決賽後備日；倘若第一階段

賽事未能如期完成，準決賽將延至 2/07 舉行，3/07 為後備日。如準決賽後備日仍不能完成補賽，準決賽將會最後延期到 9/07 舉行，決賽則



 安排在 10 – 15/07 登場。此階段目標為完成冠、亞、季及殿軍的賽事。第五至第八名的隊伍因未能安排賽程，將平分該四個名次的總分，

即每隊得 3.5 分(14/4)。 
 
第三階段: 2/07、3/07、9/07、10/07 及 15/07 或之前；如第二階段賽事如期於 26/06 日或之前完成，決賽及名次賽將在 2/07 日舉行，3/07 日

為後備日；倘若第二階段賽事未能如期完成，決賽及名次賽將延至 9/07 及 10/07 日舉行；如有關賽事仍未能如期完成，補賽將安排在 15/07
或之前舉行，但暫未有場地能提供相關補賽安排。此階段目標為完成所有賽事。 
 

2. 大專男足賽程編排撮要 
賽程階段 順利完成日 可以編排的後補日期 階段目標 關鍵日期 
第一階段 (15 場初賽) 
4/06、11/06、18/06 及 19/06 

19/06 19/06、25/06 及 26/06 
(有可能出現院校連續比賽兩天，或一天有

兩場比賽的情況。) 
 

完成所有初賽 26/06 

第二階段 (準決賽) 
25/06、26/06、2/07 及/或 3/07 
 

25/06 26/06、2/07 及 3/07 完成冠、亞、季及殿軍的

賽事 

第三階段 (決賽) 
2/07、3/07、9/07、10/07 及

15/07 或之前 
 

2/07 3/07、9/07、10/07 及 15/07 或之前 
(暫未有場地能提供 11-15/07 的補賽安排) 

完成所有賽事 

 
3. 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院校連續比賽兩天，或一天有兩場比賽的情況；而在同一場地，一天最多只能編排 4 場賽事。 
4. 後備比賽日的賽程編排需因應各比賽階段的完成進度作適當調整。如所有初賽都需要補賽，必將出現院校一天有兩場比賽的情況，詳見可能

的賽程編排 ( -- vs --)。 
5. 準決賽、名次賽及決賽後備賽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