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

日期/時間

14/5/2017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文化局 文化局 文化局 文化局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林立翀 陳奕康 陳自鏡 梁慧琳 林永康 SOU IAO HANG JOAO PAULO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 社會保障基金

PUN LAI KENG 莊曉玲 蔡穎英 馮一鳴 梁潔嫦 盧兆宏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梁海林 盧鉅洭 李幗茵 陳寶儀 林偉權 歐錦榮

社會保障基金 法務局 法務局 法務局 法務局 法務局

陳志明 VU CHON HEONG PUN KAM TONG 陳志揚 MALIO A C LJALPAI PAULO LEONG

法務局 法務局 法務局 法務局 法務局 教育曁青年局

LAM KIT U UNG SIO CHEONG LEI SIO MENG CHIANG IOI MENG
EDWARD ANTHONY

AZEVEDO
李振祥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楊鳳玲 周少容 尤良善 黃嘉祺 林冠成 鄧麗湘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潘瑞瓊 鄭錫杰 陳美施 胡潔 鄭紫薇 黃伊丕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梁積權 黃淳知 李崇根 湯熒楓 黃耀安 阮燕蓮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何明達 楊健思 陳國浩 黃秀娟 張欣靈 陳子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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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齡球賽時間表

12:00

13:30

14:00

14:30

球              道              編              號

10:30

11:00

11:30

15:00

15:30



第二場

日期/時間

21/5/2017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陳岸農 吳時要 劉少開 黃智雯 崔永全 勞天佑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陳曾岳 張歡安 尹宏堅 梁家豪 LEONG KA WAI YANG CHI EN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WAN PENG LAM 楊廣培 古偉強 楊健霆 李偉城 李思禮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LCONEL GOMES NG CHI HONG 黃耀文 JORGE WONG JEREMIAS LAU WEI ICONG 杜穎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廖苑俄 沈強 鄭偉文 龔全發 黃玉芳 梁鴻細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鮑志成 黎貴富 岑浩銓 梁嘉榮 梁偉諾 邱宗煌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鄧德創 王新 王躍藹 JACQUELINE LEONG 周穗芬 孫勇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澳門土木工程 民政總署IACM 民政總署IACM

林火平 洪永昌 容金新 葛菊萍 陳述 馬悅詠

民政總署IACM 民政總署IACM 民政總署IACM 民政總署IACM 民政總署IACM 民政總署IACM

梁紫恩 陳家歷 黃春龍 曹安石 呂景華 陳健廣

12: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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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11:0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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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日期/時間

4/6/2017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社會工作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SAFP

HO CHEOK MAN
LIU FATIMA

SO LING

NOEUIA LUCINDA

DA

LVZ LEONG

AZEVEDO

陳振暉 李達成 LAM KA WAI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陳曉疇 潘玉瓊 曾豔芬 JOSE DA SILVA 陳永文 何文明

消防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趙國基 董適 阮建輝 黃健威 蕭健威 梁家傑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司徒振銳 冼洪輝 陳惠敏 林輝明 LAI CHI HOU 何錦富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財政局 治安警察局 治安警察局

黎志祥 陳沛強 熊嘉倫 TAM HOI LAM
CESAR

RORIGUES HO
PUN IENG MIO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李妙嫻 林慧儀 方貴安

文化局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林立翀 梁海林 陳寶儀 林偉權 李振祥 黃嘉祺

陳自鏡 歐錦榮 陳志明 盧鉅洭 楊鳳玲 林冠成

梁慧琳 李幗茵 盧兆宏 招家賢 周少容 鄧麗湘

教育曁青年局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土地工務運輸局 治安警察局

潘瑞瓊 潘玉瓊 陳永文 鄧偉聰 熊嘉倫
CESAR

RORIGUES HO

鄭錫杰 曾豔芬 何文明 梁家輝 陳沛強 PUN IENG MIO

潘詠賢 JOSE DA SILVA 雷惠玲 陳少珊 陸惠婷 劉祝英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鄭紫薇 黃淳知 黃耀安 楊健思 張欣靈 吳時要

梁積權 李崇根 阮燕蓮 陳國浩 陳子廉 劉少開

黃伊丕 湯熒楓 何明達 黃秀娟 陳岸農 黃智雯

衛生局 民政總署 檢察院 檢察院
HO CHEOK MAN 劉剛杰 施克森 羅家輝

LIU FATIMA

SO LING
梁文廣 林雪雅 黃特龍

NOEUIA LUCINDA

DA

LVZ LEONG

AZEVEDO

李瑩 陳家樂 蔣熹婷

14:00

12:00

12:30

13:00

14:30

15:0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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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道              編              號

10:30

11:00

11:30

保齡球賽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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