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道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蘇國文 劉永華 允聰梁 黃思鳴 DECODE ASSIS 唐文俊 姚鴻銘 余思強 潘汝明 蘇偉獻 梁浩謙 劉治霖 永康林 黃志文 吳衛池 巢鎮鎬 詠豪何 勞家泳 易文堅 陳曉誠

沈瑞洪 志豪謝 張子謙 趙國基 王宏達 梓軒謝 黃偉倫 梁堅興 鄧鈞鍵 何梓俊 陳永文 周利民 梁順源 林鎮威 盧天浩 梁雁浩 潘勝健 陳嘉希 黃富泉 李子聰

球道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方鴻諭 區汶蔚 巢衍庭 陳浠瑤 鄭藹琳 許培駿 彭焯謙 陳予晴 陳怡棋 楊柏熹 徐子仁 盧卓言 WONGWANG KIN 謝梓 黃俊軒 黎蘊怡 彭婉華 馮一鳴 鄔繼強 馮志明

程月寶 易碧真 周少容 蘇靖嵐 李嘉晉 旭陽譚 梁允豪 鄧子瀚 宇航鄧 許樂山 李嘉桓 楊柏灝 陳川樂 冼智斌 屈明曦 黎藹恩 梁譽芸 張達明 鄭曉陽 胡幸楠

球道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黃穎朗 林冠成 黃嘉溢 梁有銘 歐成君 林紹雄 林燦榮 陳志明 歐錦榮 許紹成 譚偉聰 葉蔓莉 盧燕雲 吳詠嵐 UNGCHOI FONG 邱惠敏 黃聰敏 陳明敏 chiuka in 鄧惠英

LOUSIU VAN 梁海林 區尚然 王新 應妙潘 謝文俊 曹安石 陳貴芳 馬超平 黎志濠 鄭永 李蓮生 李幗茵 黄霞 梁素美 楊鳳玲 王曉娣 陳寶儀 林潔如 吳嘉欣

球道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陳恩祈 劉沃林 許樂山 馮燕姍 君傑譚 周利民 鄭翠萍 楊柏灝 黃俊偉 黃文傑 楊柏熹 家輝李 許紹成 葉永強 李立仁 陳予晴 巢衍庭 鄭藹琳 宇航鄧 偉明梁

鄭翠萍 劉雄琛 李麗煌 關嘉昇 旭陽譚 周晉成 陳樂祈 楊敏強 黃祉熹 黃政睿 林結梅 李文灝 許樂山 葉柏豪 李世雄 陳樹芳 巢軍 周少容 周羨敏 思晴梁

球道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彭焯謙 鄭曉陽 鄭樂妍 林冠成 WONGWANG KIN 陳川樂 冼智斌 勞健怡 鄧鈞鍵 黃志坤 楊鳳玲 彭婉華 巢鎮鎬 鄭永 勞炳渭 梁雁浩 方鴻諭 黃穎朗 黎志濠

葉蔓莉 鄭丞峰 鄭立東 林子昕 WONGCHAN UN 陳鴻鳴 冼尚禮 鄭宇軒 陳浠瑤 黃澤然 VatMing Hei 葉蔓莉 巢軍 鄭傲軒 勞家泳 梁卓琳 方貴安 黃聰俊 黎藹恩

球道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陸鍵玲 李國輝 袁順苑 黃俊華 蔣瑋城 黃瀚聰 周天賜 勞健怡 陳穎詩 辜鍾欣 陳嘉莉 彭蓬亮

陸奕希 李驊洛 許梓峯 梁肇峰 吳錫波 何利亨 蔡潔芬 古美欣 陳雪蓮 CHAOUN MENG 戴蔚霖 譚桂蓮

球道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梁肇峰 LOUSIU VAN 羅美娜 鄭曉陽 黎志濠 陸鍵玲 勞家泳 羅宏安 蘇靖嵐 梁順源 鄧惠英 蔡春晉 林冠成 陳志明 蘇國文 黃思鳴 李國輝 鄧鈞鍵 旭陽譚 梁翠瑜

黃瀚聰 梁海林 陳詠琪 鄭丞峰 黎蘊怡 蔡軍 李子聰 趙振強 蘇偉獻 盧天浩 李蓮生 陳煜民 林子昕 李幗茵 區尚然 何梓俊 余潔華 陳浠瑤 柏灝楊 張志豪

陳健文 曹安石 趙慧敏 鄭宇軒 黎藹恩 陸奕希 方鴻諭 鄺耀輝 唐文俊 余思強 邱惠敏 林嘉誠 鄧麗湘 招家賢 區汶蔚 胡幸楠 趙君玉 鄭樂妍 昊綸黃 李文舜

球道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陸鍵玲 鄭傲軒 劉永華 彭焯謙 許紹成 陸慧珊 許安娜 陳川樂 巢鎮鎬 陳穎詩 黃嘉溢 黃偉倫 黃敏達 黎淑儀 陳雪蓮 姚鴻銘 林廣彪 林紹雄 郭碧霞

李曉東 黃富泉 彭婉華 許樂山 易文堅 鄒寶文 陳怡琪 巢衍庭 陳嘉希 鄺穎嘉 周少容 李景志 朱瑩瑩 梁應元 吳衛池 程月寶 馬超平 蔡東怡

葉子洋 黃志文 葉蔓莉 李麗煌 易碧真 黃悅華 鄺俊文 巢軍 陳炳垣 蔡欣穎 林鎮威 黃敏霞 黃穎 歐成君 梁雁浩 崔偉祺 鄔繼強 胡家欣

運動員

三人團體賽第二組  12:10

運動員

2020年10月11日 (星期日)

親子賽第三組  11:10 個人賽第四組  11:10

運動員

三人團體賽第一組  11:40

運動員

親子賽第二組  10:50

運動員

運動員

個人賽第三組  10:00

運動員

親子賽第一組  10:30

比賽日程表

第四屆澳門全民運動會 - 保齡球項目

個人賽第一組  09:00

運動員

個人賽第二組  09:30


