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

日期/時間

12/5/2019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王國威 張子謙 陳少珍 方志榮 林偉業 蔡穎英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鄭詩樂 林永康 周靄聰 招家賢 盧鉅洭 林偉權

LECM LECM LECM LECM LECM LECM

黃迗文 沈強 梁鴻細 王新 SAM HOU CHON VAN KA CHON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陳志明 盧兆宏 陳寶儀 梁海林 馬銳詠 陳可欣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陳述 曹安石 黃春龍 呂景華 吳衛池 鄧永寧

2019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

保齡球賽時間表

14:00

14:45

球              道              編              號

10:30

11:15

12:00



第二場

日期/時間

19/5/2019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市政署IAM 勞工事務局 環境保護局

陳健廣 李坤旺 阮新明 梁炳泉 LAM SENG HOI 黃智雯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陳永文 何文明 雷惠玲 鄧偉聰 陳曉疇 潘玉琼

LECM LECM LECM LECM LECM LECM

WAN PENG LAM 林火平 劉少洋 楊廣培 劉偉剛 容金新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電訊 SAFP 統計曁普查局 統計曁普查局

曾豔芬 JOSE DA SILVA 勞天佑 LAN KA WAI LEI CHEONG WLENG FONG VAI IU

統計曁普查局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CHONG CHI TOU LOU LONG KEI 謝瑋舜 陸鍵玲 黃雅發 蔡志汶

保齡球賽時間表

14:00

14:45

2019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

球              道              編              號

10:30

11:15

12:00



第三場

日期/時間

26/5/2019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法務局 法務局 CNI 澳門大學

陳芷瑩 梁祖超 李兆明 鄭銳銘 LAM KIT U 郭迪鎧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勞工事務局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黎志濠 何錦富 黎志祥 麥明添 尤良善 馮官明

LECM LECM LECM LECM

尹宏堅 陸偉強 MANUCL FRANCISCO JOSE 洪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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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祺 林冠成 鄧麗湘 黃志坤 韓琳 李振祥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消防局 消防局 旅遊學院

楊鳳玲 陳美施 LEI KUOK FAI 趙國基 庄曉玲 TAKASHI SUDA

14:00

14:45

2019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

球              道              編              號

10:30

11:15

保齡球賽時間表

12:00



第四場

日期/時間

9/6/2019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市政署IAM

王國威 方志榮 鄭詩樂 招家賢 盧兆宏 馬銳詠

張子謙 林偉業 林永康 盧鉅洭 陳寶儀 陳嘉歷

陳少珍 蔡穎英 周靄聰 林偉權 梁海林 吳衛池

退休基金會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統計曁普查局

李偉雄 吳慕繁 陳永文 鄧偉聰 潘玉琼 LEI CHEONG WLENG

鄺彼得 黃海鋒 何文明 梁家輝 曾豔芬 FONG VAI IU

李綺芬 古慧思 雷惠玲 梁巧儀 JOSE DA SILVA CHONG CHI TOU

建設發展辦公室 建設發展辦公室 建設發展辦公室 建設發展辦公室 衛生局 勞工事務局

譚炎儀 冼嘉欣 袁明傑 陳慕華 LOU LONG KEI 麥明添

林煒浩 李健坤 張嘉倫 陳威祥 謝瑋舜 溫靜

沈榮臻 陳國興 吳憶貞 梁澤武 陸鍵玲 劉翠梨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教育曁青年局 教育曁青年局

蔡志汶 張月青 黃嘉祺 李振祥

陳芷瑩 莊慧凝 林冠成 潘詠賢

梁祖超 林潤昇 鄧麗湘 楊鳳玲

14:00

11:15

10:30

14:45

2019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

保齡球賽時間表

球              道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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