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經濟局 ADRIANO FAO

李達

2 懲教管理局 李達 2:0 (棄權)

李達

3 懲教管理局 吳春源 2:0

吳春源

4 消防局 梁文進 2:0 (棄權)

李達

5 司法警察局 吳國輝 2:0

吳國輝

6 土地工務運輸局 Lei Kuok Fai 2:0 (棄權)

吳國輝

7 社會工作局 CHEONG KUONG FU 2:0 棄

程龍偉

8 司法警察局 張志波 2:0

程龍偉

9 司法警察局 程龍偉 2:1

135

10 治安警察局 楊飛鵬

吳文俊

11 澳門海關 吳文俊 2:0 (棄權)

吳文俊

12 民政總署 鄭啟宏 2:0

岑郁海

13 民政總署 林健輝 2:0

岑郁海

14 澳門電訊 岑郁海 2:0

吳文俊

15 懲教管理局 謝漢威 2:0 (棄權)

謝漢威

16 治安警察局 江永康 2:0 (棄權)

龍允翔

17 治安警察局 龍允翔 2:0

龍允翔

18 交通事務局 林衍新 2:1

李國威

19 澳門海關 李國威 2:0

137 138

20 衛生局 尹智聰

尹智聰

21 澳門法院 胡衛華 2:0 棄

鍾鳴

22 房屋局 鍾鳴 2:0

何偉元

23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何偉元 2:0

何偉元

24 懲教管理局 梁俊源 2:0

何偉元

25 澳門法院 陳曉疇 2:0

鄭玉泉

26 澳門海關 鄭玉泉 2:0 棄

鄭玉泉

27 財政局 TAM HIO 2:0

張小聰

28 懲教管理局 甘文駒 2:1

張小聰

29 司法警察局 張小聰 2:0

136

30 民政總署 謝潤全

謝潤全

31 司法警察局 林佳輝 2:0

謝潤全

32 澳門海關 陳家豐 2:0

謝潤全

33 澳門海關 陳裕峰 2:1

DA SILVA, JOSE

34 民政總署 DA SILVA, JOSE GONCALO 2:0

謝潤全

35 治安警察局 李錦雄 2:1

高俊偉

36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高俊偉 2:0 (棄權)

CHAU HIO FONG

37 消費者委員會 鄧智偉 2:0

CHAU HIO

38 社會工作局 CHAU HIO FONG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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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警察局 李天兒

柯妮雅

2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柯妮雅 2:0 (棄權)

柯妮雅 廖嘉欣

3 司法警察局 廖嘉欣 2:1

廖嘉欣

4 衛生局 梁佩珊 2:0

208 209

5 司法警察局 蔡燕雲

李麗容

6 懲教管理局 李麗容 2:0 (棄權) 李麗容

2:0

7 澳門海關 周見靄

易惠儀 李麗容

8 消費者委員會 易惠儀 2:0

易惠儀

9 司法警察局 蘇麗玲 2:0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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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工務運輸局 黃健威 / 陳雲彪

黃健威 / 陳雲彪

2 澳門海關 葉華釗 / 吳文俊 2:0 (棄權)

謝潤全 / 伍權耀

3 民政總署 謝潤全 / 伍權耀 2:0

謝潤全 / 伍權耀

4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葉雲鋒 / 何玉倫 2:0

葉雲鋒 / 何玉倫

5 懲教管理局 鄭傑文 / 梁俊源 2:0

蔡家威 / 陳俊成 謝潤全 / 伍權耀

6 衛生局 梁永基 / 尹智聰 2:0

蔡家威 / 陳俊成

7 澳門海關 蔡家威 / 陳俊成 2:0

蔡家威 / 陳俊成

8 司法警察局 張小聰 / 林佳輝 2:1

陳裕峰 / 鄭玉泉

9 澳門海關 陳裕峰 / 鄭玉泉 2:0

陳裕峰 / 鄭玉泉

10 社會工作局 LEE KUOK IN /

WU KIN HANG
2:0

319 320

11 司法警察局 張志波 / 麥錦寧

CHEONG KUONG FU/

CHAU HIO FONG

12 社會工作局 CHEONG KUONG FU/

CHAU HIO FONG
2:0

陳志強 / 岑郁海

13 澳門電訊 陳志強 / 岑郁海 2:1

陳志強 / 岑郁海

14 懲教管理局 李達 / 謝漢威 2:1

李達 / 謝漢威

15 澳門海關 陳家豐 / 李國威 2:0

陳志強 / 岑郁海 黃永明 / 李孟楓

16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高俊偉 / 何偉元 2:0

高俊偉 / 何偉元

17 司法警察局 葉漢錫 / 程龍偉 2:0

高俊偉 / 何偉元

18 檢察院 陳家儉 / 鄭志權 2:1

黃永明 / 李孟楓

19 交通事務局 林衍新 / 賈靖龍 2:1

黃永明 / 李孟楓

20 澳門海關 黃永明 / 李孟楓 2:0

2018年公共機構競技大會 - 羽毛球

男子雙打

第1頁,總1頁



1 澳門大學 KWAN LAI

PENG/

陳美燕 / 梁佩珊

2 衛生局 陳美燕 / 梁佩珊 2:1

吳鳳美 / 吳小

鳳

陳美燕 / 梁佩

珊

3 司法警察局 蘇麗玲 / 廖嘉欣 2:0 (棄權)

吳鳳美 / 吳小鳳

4 治安警察局 吳鳳美 / 吳小鳳 2:0 (棄權)

408 409

5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趙楊華 / 施清爽

周見靄 / 戴玉燕

6 澳門海關 周見靄 / 戴玉燕 2:1 周見靄 / 戴玉燕

2:0 (棄權)

7 司法警察局 李天兒 / 蔡燕雲

CHOI MAN

HONG/
周見靄 / 戴玉

燕

8 社會工作局
CHOI MAN HONG/

CHAO MAT
2:0

CHOI MAN HONG/

CHAO MAT

9 澳門海關 吳嘉慧 / 譚燕雯 2:0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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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警察局 程龍偉 / 蘇麗玲

葉華釗 / 周見靄

2 澳門海關 葉華釗 / 周見靄 2:0 (棄權)

何玉倫 / 施清爽

3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何玉倫 / 施清爽 2:1

何玉倫 / 施清爽

4 社會工作局 CHAU HIO FONG /

CHAO MAT
2:0

514

5 消費者委員會 鄧智偉 / 易惠儀

CHEONG KUONG

FU/

6 社會工作局 CHEONG KUONG FU/

CHOI MAN HONG
2:1

李孟楓 / 譚燕雯

7 衛生局 林富聰 / 陳美燕 2:0

李孟楓 / 譚燕雯

8 澳門海關 李孟楓 / 譚燕雯 2:0

516 517

9 懲教管理局 李達 / 李麗容

李達 / 李麗容

10 教育暨青年局 林冠成 / 鄧麗湘 2:0

李達 / 李麗容

11 澳門海關 黃永明 / 吳嘉慧 2:0 (棄權)

吳文俊 / 戴玉燕

12 司法警察局 葉漢錫 / 蔡燕雲 2:0

吳文俊 / 戴玉燕

13 澳門海關 吳文俊 / 戴玉燕 2:0

515

14 民政總署 謝潤全 / 馬悅詠

謝潤全 / 馬悅詠

15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葉雲鋒 / 趙楊華 2:0

謝潤全 / 馬悅詠

16 司法警察局 張志波 / 廖嘉欣 2:0

張志波 / 廖嘉欣

17 衛生局 尹智聰 / 梁佩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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