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18 全澳籃球分齡賽 

賽 程 表 (1)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10/9  

星期一 

1 18H30 塔石 女子少年 A 夜的之友---聖羅撒中  

2 19H00 塔石 女子少年 A 紅藍---化地瑪  

3 19H30 塔石 女子少年 B 聖心中---聖心英  

4 20H00 塔石 女子少年 B 興記---培正  

5 20H30 塔石 男子青年 紅藍---熊貓  

6 21H00 塔石 男子青年 鮑青網---培正  

7 21H30 塔石 男子青年 新華---工聯職中  

8 22H00 塔石 女子青年 聖羅撒中---火鳥  

11/9  

星期二 

9 18H30 塔石 男子少年 紅藍---培正  

10 19H00 塔石 男子少年 勞校---海怡  

11 19H30 塔石 女子青年 火鳥---紅藍  

12 20H00 塔石 女子青年 聖羅撒中---化地瑪  

13 20H30 塔石 男子青年 紅藍---培正  

14 21H00 塔石 男子青年 熊貓---工聯職中  

15 21H30 塔石 男子青年 鮑青網---新華  

12/9 

星期三 

16 18H30 塔石 女子少年 A 夜的之友---化地瑪  

17 19H00 塔石 女子少年 A 聖羅撒中---紅藍  

18 19H30 塔石 女子少年 B 聖心中---培正  

19 20H00 塔石 女子少年 B 聖心英---興記  

20 20H30 塔石 男子青年 紅藍---工聯職中  

21 21H00 塔石 男子青年 培正---新華  

22 21H30 塔石 男子青年 熊貓---鮑青網  

23 22H00 塔石 女子青年 新華---紅藍  

13/9 

星期四 

24 18H30 塔石 女子少年 A 夜的之友---紅藍  

25 19H00 塔石 女子少年 A 化地瑪---聖羅撒中  

26 19H30 塔石 女子少年 B 聖心中---興記  

27 20H00 塔石 女子少年 B 培正---聖心英  

28 20H30 塔石 男子青年 紅藍---新華  

29 21H00 塔石 男子青年 工聯職中---鮑青網  

30 21H30 塔石 男子青年 培正---熊貓  

31 22H00 塔石 女子青年 紅藍---化地瑪  

塔石：塔石體育館； 澳門蛋：路氹新城區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主場館         (2018 年 9 月 7 日) 

備註：各參賽隊伍可於 9 月 25 日下午六時前，到塔石體育館本會辦事處，憑報名收据取回保証金。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18 全澳籃球分齡賽 

賽 程 表 (2)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15/9 

星期六 

32 14H30 澳門蛋 女子青年 化地瑪---新華 

因颱風關係, 

賽事改期. 

33 15H00 澳門蛋 女子青年 紅藍---聖羅撒中 

34 15H30 澳門蛋 男子少年 紅藍---海怡 

35 16H00 澳門蛋 男子少年 培正---勞校 

36 16H30 澳門蛋 女子青年 新華---聖羅撒中 

37 17H00 澳門蛋 女子青年 化地瑪---火鳥 

38 17H30 澳門蛋 男子青年 紅藍---鮑青網 

39 18H00 澳門蛋 男子青年 新華---熊貓 

40 18H30 澳門蛋 男子青年 工聯職中---培正 

16/9  

星期日 

41 16H00 澳門蛋 女少年準決賽 A1 --- B2 

42 16H30 澳門蛋 女少年準決賽 B1 --- A2 

43 17H00 澳門蛋 男子少年 紅藍---勞校 

44 17H30 澳門蛋 男子少年 海怡---培正 

45 18H00 澳門蛋 男青準決賽 第一名---第四名 

46 18H30 澳門蛋 男青準決賽 第二名---第三名 

塔石：塔石體育館； 澳門蛋：路氹新城區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主場館         (2018 年 9 月 7 日) 

備註：各參賽隊伍可於 9 月 25 日下午六時前，到塔石體育館本會辦事處，憑報名收据取回保証金。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18 全澳籃球分齡賽 

賽 程 表 (3)                  更新賽程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25/9  

星期二 

32 18H30 塔石 男子少年 紅藍---海怡  

33 19H00 塔石 男子少年 培正---勞校  

34 19H30 塔石 女子青年 化地瑪---新華  

35 20H00 塔石 女子青年 紅藍---聖羅撒中  

36 20H30 塔石 男子青年 紅藍---鮑青網  

37 21H00 塔石 男子青年 新華---熊貓  

38 21H30 塔石 男子青年 工聯職中---培正  

26/9  

星期三 

39 18H30 塔石 男子少年 紅藍---勞校  

40 19H00 塔石 男子少年 海怡---培正  

41 19H30 塔石 女子青年 新華---聖羅撒中  

42 20H00 塔石 女子青年 化地瑪---火鳥  

27/9 

星期四 

43 18H30 塔石 女少年準決賽 A1 --- B2  

44 19H00 塔石 女少年準決賽 B1 --- A2  

45 19H30 塔石 女子青年 火鳥---新華  

46 20H00 塔石 男青準決賽 第一名---第四名  

47 20H30 塔石 男青準決賽 第二名---第三名  

28/9 

星期五 

48 18H30 塔石 女少年季軍賽 43 負方---44 負方  

49 19H00 塔石 女少年決賽 43 勝方---44 勝方  

50 19H30 塔石 男青季軍賽 46 負方---47 負方  

51 20H00 塔石 男青決賽 46 勝方---47 勝方  

    (賽後頒發各組獎項)  

塔石：塔石體育館； 澳門蛋：路氹新城區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主場館         (2018 年 9 月 17 日) 

備註：各參賽隊伍可於 9 月 28 日下午六時前，到塔石體育館本會辦事處，憑報名收据取回保証金。 

《全部比賽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